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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谷里數‧旅行家
大家有假期和餘錢，都想到心儀地方旅遊鬆一鬆，加國移民更

會回亞洲跟親朋戚友聚一聚。為了節省旅行開支，大家都會透過
旅行社或網上推介來訂購機票、酒店等，做慣 「空中飛人」的更
會儲下里程積分，以換取免費機票等優惠。這些 「着數」當然吸
引，但其實憑着一些為旅遊愛好者專設的信用卡，這些 「着數」
隨時倍增！

美國運通 「Blue SkyTM」信用卡
雖然跟 VISA、萬士達卡比較起來，美國運通信用卡於加國的

普遍性確給比下去，但免年費加上低入息要求，令它成為一個不
錯選擇。

憑卡每花費$1即獲1.25的 「Blue Sky」積分，跟里數積分卡一
樣，不同積分可換領不同優惠。但比起只有數年的有效期的里數
卡如Aeroplan， 「Blue Sky」積分並沒有過期日子。另外，卡主所
換成的是旅遊簽帳額，於旅行相關的消費如機票、酒店、租車等
上，不只限於指定公司商品，而是適合於所有收取美國運通信用
卡的商戶。

此卡現正進行申請優惠，只要於成功申請信用卡後6個月內，
憑卡消費滿$3,000，卡主即能額外獲得12,000 「Blue Sky」積分。
據計算，$3,000消費共換領得15,750積分，亦即$150的旅遊簽帳
額。雖不是直接現金回贈，但5％的旅遊簽帳額回贈，加上廣泛
的消費選擇，橫豎免年費， 「拿了才算」更實際。

CIBC 「Aerogold®」VISA金卡
加航是不少華人的熱門選擇，而由於Aeroplan里數會定期從戶

口 「清數」，因此要換取較豐富的獎賞，只能短時間內 「力谷」
里數。憑此卡的每1元消費都可換成1里數，於不少如Loblaws、
ESSO等大型超市和油站消費，更能1元換1.5里數。

按記者調查所得，現在成功申請即有15,000分額外獎賞。舉例
說購買一張多倫多來回香港的加航機票需要$2,000，若憑卡購
票，按$1 兌 1 分算就是 2,000 分。加上本身飛行路程約 15,000 的
里數，三者合起來超過30,000分，已足夠換取一張單程多倫多飛
往溫哥華的機票有餘(票價約$200)。雖然缺點是此卡需要$120的
年費，但其狂谷Aeroplan里數的功能，計算起來還是不錯選擇。

RBC 「Cathay Pacific」VISA白金卡
若大家是國泰擁躉，為了加速亞洲萬里通(Asiamiles)里數的累

積，可選擇這張全加唯一能助你儲亞洲萬里通里數的 VISA 卡。
此卡會把卡上每$1消費換成1里數，而憑卡於國泰網站上花費更
可獲雙倍里數。

現時成功申請者會先得到 5,000 里數。按一張價值$2,000 多倫
多來回香港的機票來說，若於國泰網站上購買，憑卡購票已得
4,000 里數，再加上飛行所得的 15,000 里數，已能換取北美內陸
的單程機票。雖然$150的年費尚算昂貴，但旅程消費上隨時省去
更多。

相信大家的錢包中除了現金外，總不會缺一兩張信用卡。作為消費
者，信用卡對於購物的方便不在話下。雖然月尾時的結帳還是要清還，
但很多時信用卡所帶來的優惠，大家只需仔細研究一下，找出自己所
需，年中確會省下不少開支。

以下為大家搜羅一些較多 「着數」 的信用卡，讓大家於這經濟不景氣

的時候，選取最 「有利」 自己的信
用卡，你會發現不少看似必要的開支，原來一卡在手就可以省掉。雖說
回餽金額和服務未必是什麼大數目，但花點心機和手法鑽研一下，平白
多了些免費錢，何樂而不為？

多重保障‧學生一族
現在信用卡已非以往只有身分象徵，反而一些針對低甚至

零收入人士的信用卡愈出愈多，像專為學生而設的信用卡就
是其一。當然，學生所用的信用卡都沒有什麼優惠作招徠，
標榜的只是極容易的申請要求。然而，這方便了一班學生哥
們的生活花費之餘，有一些亦帶有點點好處，而且更幫助他
們早些建立財政信譽，將來 「升級」信用卡就更容易了。

Desjardins 「For Students Only」VISA卡
大頭蝦的學生們注意！這可是加國唯一幫你買了手提電話

保險的信用卡。大家只需憑卡購買手機和電話卡，若之後不
幸遺失或被竊，即可獲賠最高$200。除此以外，此卡更賦予
卡主旅遊保險，以及不用為不被盜用的帳目負責。免費的一
張信用卡，算是照顧了學生所需吧。

BMO 「SPC Mosaik」萬士達卡
此信用卡有 「SPC」字樣，顧名思義包含了 SPC(Student

Price Card)在其中。SPC一直受學生們喜愛，是因為憑卡可享
有很多商舖優惠，最適合喜歡行街購物的年輕人。此 SPC
Mosaik萬士達卡好處之一，是不用像SPC需要每年花$8.5更
新。現在申請此卡更可以儲取Air Miles，憑卡花費又可獲得
0.5％現金回贈。當然，對學生哥來說，最重要都是免年費
吧。

緇銖必計‧精明主婦
信用卡對於加國居民來說，作用少不了汽車加油和周末購物。

因此以信用卡 「省錢」，從這方向入手準不會錯。這些信用卡不
少更會附帶購物保險，除可保障貨品有壞包換外，一些更會延長
貨品的保養期。因此大家只要知道自己光顧哪大型商舖較多，兼
留意它們有否優厚回贈，自然能夠 「多買多送」。

Citi 「PETRO-POINTS」萬士達卡
提到生活離不開為汽車加油。這款信用卡的 「着數」之處，就

是直截了當讓你在Petro-Canada加油的時候，每公升省掉2仙。
這比起如 Esso VISA 卡只憑消費換積分的優惠更吸引。要省得更
多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以積存的 「Petro 分」換取一張 「Fuel
Savings Reward」卡，可讓你每公升油再多折扣5仙。由於大家入
油儲下來的 「Petro分」只能在Petro-Canada應用，加上這信用卡
容許憑卡消費每$1換成10分，因此用這方式將優惠 「轉嫁」在入
油折扣這生活必需之上，可讓大家省錢省得更直接。

美國運通 「COSTCO® CASH REBATE」白金卡
以購物累積分數的信用卡有很多，因此哪款最 「着數」很視乎

大家常去的超市和百貨店。通常商店如Shoppers Drug Mart、Best
Buy 等，其信用卡積分都只適用於該店貨品和服務。因此這款
Costco信用卡的現金回贈相比下較吸引，因為美國運通會按回贈
率(0.25％-1.5％不等)，於年底為你結算，再將這 「免費錢」以支
票形式寄到府上，讓回贈優惠不受限制。 ●

加拿大有名的格價網 RedFlagDeals 主席 Derek
Szeto指出，市民在選擇信用卡之時，可先留意不同信
用卡有否合適自己優惠，例如是否跟自己常去消費的地
方掛勾，有否現金回贈(現在一般為1％)。他說： 「大家
應了解自己多在那裏消費，例如我自己會選用Citi 的
『Driver's Edge』，因為我它給予 2％的買車現金回

贈，又包含旅遊時租車的保險費用，為我省下不少。」
他又提到，還款利率需要留意，可不要忽略還款寬限

期，因為卡數的 「截數」日期來說，不同信用卡可以有
2星期到1個月不等的寬限期的。他續說： 「現在加國銀
行實行低息，因此現時的信用卡都傾向低息，一些未能
清還卡數的人士亦可藉此將尾數轉到低息信用卡上，從
而省下不少利息開支。」

信用卡名稱

美國運通 「Blue
SkyTM」信用卡

CIBC 「Aerogold®」
VISA金卡

CIBC 「Aerogold®」
VISA金卡

申請優惠

首6個月消費滿
$3,000額外獲

12,000 Blue Sky
積分

15,000 Aeroplan
里數額外獎賞

5,000 亞洲萬里
通(Asiamiles)里
數額外獎賞

優惠賣點

分數換領後沒有消費限
制；分數沒有過期日子

憑卡消費每1元換成1里
數，各大油站、超市等

則每1元為1.5里數

憑卡消費每1元換成1里
數，於國泰網站上購買

機票則里數雙倍

利率

19.99%

19.50%

20.50%

年費

$0

$120

$150

年薪入息要求

$15,000

$35,000

$35,000

信用卡名稱

BMO 「SPC
Mosaik」萬士達

卡

Desjardins
「FOR

STUDENTS
ONLY」VISA卡

優惠賣點

免SPC(Student
Price Card)年費；儲
取Air Miles；憑卡
消費0.5%現金回贈

最高$200的手提電
話保險；旅遊保險

利率

19.50%

19.40%

年費/年薪
入息要求

$0

$0

信用卡名稱

美 國 運 通
「COSTCO®

CASH REBATE」
白金卡

Citi 「PETRO-
POINTS」萬士達卡

優惠賣點

年度現金回贈
(首$2,000消費
算0.25%；後

$3,000算
0.50%；超過
$5,000則算

1.50%)

Petro-Canada
加油每公升省2
仙；憑卡消費
每$1換成10分

利率

18.25% -
25.99%

19.90%

年費

$0

$0

年薪入
息要求

$15,0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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