Priority Pass

美 國 運 通 長 榮 航空簽帳金卡
主 卡 會 員專屬
會員權益

＊為必填欄位，請務必填寫

□ 本人欲參加Priority Pass — 全球最龐大的獨立機場
貴賓室會員計劃（以下表格請以英文填寫）

□ 先生Mr.

□ 太太Mrs.

□ 小姐Miss.

＊姓Surname

服務範圍遍及歐、美、亞洲及中東，
無論旅程遠近，
總有一間Priority Pass機場貴賓室

＊名First Name
＊通訊地址Correspondence Address

靜候您的光臨，享受高尚悠適的環境。

會籍

電話號碼Telephone No.
＊電子信箱E-mail

當我們收到您的申請表，於14個工作天內，
即會寄上您的Priority Pass會員卡，

＊會員姓名（須與美國運通卡上姓名相同）

Cardmember Name (as it appears on the Card)

同時亦會附上一份候機室指南，
詳列各間參與此計劃的機場貴賓室，
包括其位置及設施。

美國運通卡帳單地址（若有別於前者)
Card billing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correspondence address)

您只須向有關服務人員出示您的Priority Pass
會員卡，以及簽署一份使用記錄收據，
即可享一年5次*免費享用機場貴賓室。
用畢5次後按次收費。
此外，您的同行親友也可付費與您同享
機場貴賓室內所有設施。
用畢5次後的額外使用及每位同行親友使用之費用
將計入您的美國運通卡帳戶中。
請即填妥右列申請表，
寄回：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或
傳真至(02)2717-8722
* 欲查詢您年度使用機場貴賓室次數，請致電Priority Pass會員服務專線
+(852)2866-1964，或可直接上網 www.prioritypass.com.tw 登入查詢
* 只要連續十二個月消費累計達到NT$200,000元，便可繼續持有
Priority Pass一年會籍，享受一年5次免費使用的優惠權益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國外運通提現手續費：提領金額1%或
新台幣100元(以較高者為準) / 其他
費用查詢請洽會員服務部
印製日期：2020年5月

＊美國運通卡帳號 Your American Express Card account number

3763
＊有效日期Date of Expiry

月Month

年Year

本人授權美國運通得將上述個人資料提供與Priority Pass，以申請取得其會籍及申請
續發Priority Pass會籍，當本人有卡片遺失補發、卡片換發、到期續卡或轉卡至其他
享有相同Priority Pass權益之美國運通卡之情形，美國運通將提供更新的卡號及有效期
限予Priority Pass。
For the purpose of applic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Priority Pass membership, I authorize
American Express to provide the above personal data to Priority Pass. I also authorize
American Express to provide updated card account number and expiry date to
Priority Pass when above American Express card is lost, replaced, renewed or
transferred to other American Express Card with same level of Priority Pass benefits.
本人授權Priority Pass將本人在每個會籍年度12個月內用畢5次後的額外使用及同行
貴賓每次應繳的機場貴賓室使用費計入本人的美國運通長榮航空簽帳金卡帳戶內。一年
5次的免費貴賓室使用僅限使於會員本人，使用貴賓室的日期將被記入該會籍的使用
年度，剩餘的使用次數不得累計至下一年度會期。本人同意遵守附載於機場貴賓室
指南內的使用條款。
I instruct Priority Pass to charge lounge usage fees for myself in excess of 5 visits
within each 12 month period of membership and all my accompanying guests,
when received, at the prevailing rate to my American Express EVA Air Gold Card.
Free lounge usage applies only to the member. The date of visits determines
which year of membership the visit is allocated to. Unused visits cannot be
carried over to the following year of the membership. On renewal the number of
free visits will be reset to 5. Renewal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at the discretion of
Priority Pass.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conditions of use as contained in the Lounge
Listing.

＊美國運通卡會員簽名

Signature of Cardmember
日期 Date
HXGCCED1BT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