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旅遊卡」結合振興三倍券之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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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務專線
優惠內容

振興三倍券綁定期間：109/7/1-12/31。
★ 國旅卡綁定數位振興三倍券消費享「最高3.5%現
消費累積期間：109/7/15-12/31。
活動對象：以聯邦信用卡持卡人為參加活動之
金回饋」
名義人，正附卡持卡人分開計算，不含簽帳金 1. 綁定數位券並在指定旅行社刷實體國旅卡消費：享

振興消費刷永豐
活動期間：109/7/1~109/12/31。
活動期間：2020/7/1-12/31
活動對象：中國信託國旅卡客戶。
活動內容：7/1 起，永豐信用卡卡友於永豐專
屬活動網頁登錄並完成綁定者，且於指定期 【卡用心】國旅卡專屬加碼

融卡、商務卡（個人商務卡之交易仍得參與）
、
採購卡所為之交易。
活動內容：振興三倍券綁定聯邦卡贈刷卡金。

間以永豐卡累積刷卡消費滿 3,000 元享回饋 活動內容：登錄綁定並刷國民旅遊卡消費，
109/12/31 前累積消費達 NT3,000 元，且於帳
10%
登錄時間：2020/7/1-12/31
單回饋振興三倍券回饋金 NT2,000 元，加碼
登錄對象：永豐信用卡卡友
贈刷卡金 NT100 元。（限量 4,500 份）
登錄名額：限 1 萬名

活動內容

回饋金額

回饋名額

綁定 第 一 波 ： 贈 300 元 5,000 名
早鳥方案 刷卡金
第 二 波 ： 享 2 ％ 現 40,000 名
振興方案 金回饋，每
戶上限 60
元
線上預購

享 2 ％ 現 30,000 付
金回饋，每 款人次
一付款人
次上限 20
元

【振興三倍券】注意事項：

最高2.5%回饋。（原1%現金紅利回饋＋數位券綁定
禮1%＋指定旅遊/交通特店加碼0.5%現金回饋)
2. 綁定數位券並在屈臣氏以國旅卡綁定玉山Wallet條
碼付消費：享最高3%回饋。（原1%現金紅利回饋＋
數位券綁定禮1%＋指定行動支付加碼1%現金回饋）

3. 綁定數位券並在高鐵以國旅卡綁定玉山Wallet APP 活動內容：登錄且綁定成功者，於 7/15-12/31 【刷振心】筆筆抽好禮
中之Apple Pay付款：享最高3.5%回饋。（原1%現金 期間以永豐信用卡累積刷卡消費滿 3,000 元， 活動內容：刷中信卡筆筆消費加碼抽市場熱
紅利回饋＋數位券綁定禮1%＋指定行動支付加碼 享加碼回饋 10%，最高送 300 元刷卡金！
銷商品。
⚫
※
※
※
※

1. 需透過聯邦銀行專屬活動頁面完成綁
定始符合【振興三倍券】活動資格。
2. 活動消費正附卡各別歸戶累積計算，消
★
費累積滿 3,000 元（含）以上始符合回
饋資格，本行將發送簡訊通知並後續回 ⚫
⚫
饋 2,000 元。
3. 持卡人綁定時需選擇回饋方式，入帳至
信用卡帳上或 ATM 領現，選定後如需
修改回饋方式，需重新進行綁定，消費 ⚫
※
累積金額亦須重新計算。
4. 持卡人若更換綁定之銀行信用卡或支 ※
付方式（如紙本、電子支付、電子票證

1%＋指定旅遊/交通特店加碼0.5%現金回饋)
注意事項：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優惠內容以本行網站最新
公告為準。
一般消費定義及不適用回饋項目以本行最新公告及
各機關簽約內容為準。
玉山銀行及各合作特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
之權利。
活動期間倘有不可歸責於本行之事由，本行保留修
改、暫停及終止活動之權利。

刷中信卡累積消費滿額加碼送市場熱銷商
除上述方案外，如以五大行動支付 Apple Pay、 品。
Google Pay、Samsung Pay、GarminPay、Fitbit
Pay 綁定永豐國旅卡，一般消費可再享 2%現 【遊安心、食放心、行貼心、買開心】
金回饋（「原 1.3%基本回饋（每月回饋無上 活動內容：
限）」+「行動支付活動 0.7% 加碼回饋（每月 飯店：長榮桂冠 5 折、蘭城晶英 92 折、晶華
上限 500 元）」）
酒店送下午茶等。
永豐國旅卡五大行動支付享最高回饋 12%！ 餐飲：王品瘋美食 7%、麥當勞中信日 3%、
瓦城送人氣料理等。
交通：LINE TAXI 送 50 元乘車券、租車 65
折起。
購物：百貨最高 18%、康是美最高送 500 元、

數位券綁定禮「1%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109/7/15~109/9/30
活動內容：數位券綁定玉山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
消費累積滿3,000元，享「1%現金回饋」（每人回饋
上限30元）。
注意事項：
消費累積須符合振興三倍券之認列消費。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優惠內容及注意事項以本
行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1

屈臣氏最高 88 折。
搭配實體場景刷卡優惠，遍及全台上萬家實
體商店，提供客戶有感回饋。

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項目

等）將不予回饋。更換後如重新綁定聯
邦卡，消費累積金額將自最新綁定日起
重新計算。
5. 不可納入『振興三倍券』之消費：振興
三倍券消費限實體通路，經營已限定消
費日期且無遞延性之藝文、體育及旅遊
票券之販售網購平台得納入計算，並排
除以下之消費（實際適用消費依經濟部

玉山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

實體券預購禮「2%現金回饋」

⚫
⚫

活動期間：109/7/1~109/8/31
活動內容：網站預購紙本券，且於網站以玉山公務
人員國民旅遊卡支付並完成紙本券領取，享「2%現
金回饋」
（每人回饋上限100元，不再享原卡片回饋）
。
注意事項：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優惠內容及注意事項以本

⚫
※

公告及本行系統認定為準）：
(1) 跨境交易。
(2) 負向交易。
★
(3) 繳納公共事業水費、電費及其他代收費
用之行為。
⚫

行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4) 繳納金融機構之授信本息、費用或信用 ⚫
卡帳款。
(5) 購買或投資股票、公司債、認購（售）

活動內容：至指定特店刷玉山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
消費，可享「原1%基本回饋」+「本活動0.5%加碼回
饋（每月上限300元）」，最高1.5%現金回饋。

(6)

(7)
(8)
6.

7.

指定旅遊、交通特店享「最高1.5%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109/1/1~109/12/31

權證、受益憑證、保單或其他金融商品。 ⚫ 指定特店：
繳納罰金、易科罰金、罰鍰、稅捐、規
雄獅、雙獅、可樂、東南、五福、易
費、勞保費、健保費、國民年金保險費
指定旅行社 遊網、燦星、山富、長汎、加利利、
或其他公法上金額給付義務。
鳳凰、華友、喜鴻、百威、品冠
作為扣押、抵銷、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
高鐵
現場、網路、APP購票
標的。
台鐵
現場、網路、APP購票
購買菸品、商品禮券、現金禮券、儲值
國光、首都、葛瑪蘭、統聯、和欣等
指定客運
交易之行為。
指定客運之現場、網路、APP購票
持卡人回饋方式如選擇回饋至信用卡 ⚫ 注意事項：
帳上，依客戶消費時間與結帳日不同， ※ 本活動含原1%基本回饋，活動加碼0.5%現金回饋部
最晚於次期帳單回饋。
分，當期帳單直接折抵，每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
已符合請領【振興三倍券】不得退貨，
300元。（詳見本行網站）
活動期間政府將定期/不定期進行交易 ※
抽查。

【聯邦加碼】注意事項：
1. 綁定回饋名額按【振興三倍券】綁定成 ※
功時間依序取前 45,000 名，重新綁定
聯邦卡則以最新綁定成功時間計算，將
於符合【振興三倍券】回饋條件時即符
合回饋資格。
2. 線上預購以付款成功時間順序取前 3

指定特店依本行系統判定之特店名稱及MCC code
為準，不含高鐵/台鐵/客運假期、旅行社代購車票、
於超商付款之票券、餐飲、服務費用、電子票證交
易、停車費等。
依當期帳單已請款入帳之一般消費為準，若因任何
原因取消交易/退貨、刷卡爭議退還款項或帳務調整
等之情事，將依其退還款項金額計算應扣回之回饋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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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項目

聯邦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萬付款人次。
★
3. 綁定時間及線上預購付款時間依本行
系統為準，各活動如名額額滿將於活動 ⚫
頁面公告。
⚫
4. 【綁定-早鳥方案】每戶最高贈 300 元
刷卡金、
【綁定-振興方案】每戶最高贈
60 元刷卡金、
【線上預購】每一付款人
次最高贈 20 元刷卡金，刷卡金統一回
饋至正卡持卡人信用卡帳戶。
⚫
5. 刷卡金凡於活動期間、刷卡金回饋前 ※
後，信用卡正、附卡有遭強制停用、申
請停用、結清銷戶、掛失不補發、逾期
繳款、參加債務協商、聲請更生清算或

永豐商業銀行

指定行動支付「最高2%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109/1/1~109/12/31
活動內容：於「玉山Wallet」APP綁定玉山國旅卡後，
使用「玉山Wallet條碼付」、「Apple Pay」或「Google
Pay」之一般消費，享「原1%基本回饋」+「本活動
1%加碼回饋（每月上限300元）」，最高2%現金回
饋。
注意事項：
本 活 動 指 定 之 行 動 支 付 為 玉 山 Wallet 條 碼 付 、
Apple Pay、 Google Pay。不適用於如： LINE Pay、
街口支付等非本行指定之行動支付。可請領休假補
助費之認定，悉依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判定為準。

破產、到期不續卡、取消交易或其他聯
邦銀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停止持卡人
使用信用卡之情形者，聯邦銀行得撤銷
其回饋資格，已回饋者將於次期帳單扣
回等值金額。
6. 如有未盡事宜，聯邦銀行保留隨時修
改、變更、取消本活動之權利，亦有權
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做出解釋或決定， 立即下載 玉山Wallet
並於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活動網頁公
告後實施。
※ 本活動含原1%基本回饋，活動加碼1%現金回饋部
分，每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300元，當期帳單直接
折抵。回饋時需具有有效玉山公務人員國旅卡之
※

「玉山Wallet條碼付」服務，始符合回饋資格。
依當期帳單已請款入帳之一般消費為準，持卡人若
因任何原因取消交易/退貨、刷卡爭議退還款項或

※

帳務調整等之情事，將依其退還款項金額計算應扣
回之回饋金。
如參與本行其他信用卡活動，依活動內容優惠，不
再享有原信用卡片之回饋。（如：零利率分期之保
費、已符合加油降價優惠之消費）。

活動詳情：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creditcard/travelercard/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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