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網站提供之優惠內容，彙整自各業者 109 年 6 月 20 日提供之資訊，實際優惠
內容持續更新，並以業者官網或現場公布優惠為準。

信用卡
一、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活動期間內新申辦魔 BUY 卡、現金回饋卡
之新戶，核卡後 30 天內登錄振興券消費綁定該卡並符合
政府振興券回饋資格者，累積消費滿 3,000 元享首刷禮
500 元外再加碼回饋 300 元刷卡金，回饋率最高 26%。
（二） 滿額回饋：既有卡友登錄振興券消費綁定凱基卡並符合政
府振興券回饋資格者，累積消費滿 3,000 元享刷卡金回饋
300 元。
（三） 加碼優惠：
1. 四大電子支付，利上加利
(1) Google Pay 首綁當月回饋最高 20% 、月月使用最高
回饋 10%。
(2) Apple Pay、街口支付、LINE Pay 首綁當月回饋最高
10%、月月使用最高回饋 5%。每個電子支付回饋上
限 100 元。

二、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指定活動期間內，新戶線上申請指定信用卡，
並綁定刷振興券滿 3,000 元，贈 1,000 元等值刷卡金。
（二） 滿額回饋：振興券綁定玉山卡，刷滿 3,000 元享 l％現金
回饋。
（三） 加碼回饋：指定活動期間內，線上預購實體券且於線上刷
玉山卡付款，享 2％現金回饋。
（四） 合作店家優惠：
1. 指定卡於指定通路刷卡，最高享 5％回饋。
2. 指定通路再享回饋。
(1) 百貨最高 9%
(2) 家樂福最高回饋 10%
(3) 量販超市最高 6%
(4) 藥妝最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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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C 通路最高贈 2,200 元刷卡金
(6) 旅宿 5 折起

三、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最高回饋 1,000 元。新戶首刷，最高回
饋 500 元；新申辦中信 My Way 數位帳戶並完成指定任
務，最高回饋 500 元。
（二） 滿額回饋：滿額送：綁定中信卡振興券成功且指定消費刷
滿 280,000 元送 Switch 乙台(共 1,000 台) 。
（三） 加碼回饋：指定卡片最高回饋 15%。
（四） 合作店家優惠
1. 場景優惠最高回饋 20%。
2. 指定期間，刷中信卡享【吃喝玩樂最高回饋 20%】
(1) 百貨：最高回饋 20%。
(2) 藥妝：屈臣氏週一滿額 88 折、康是美週二滿額最高
送 500 元。
(3) 餐飲：王品瘋美食最高 7%、麥當勞週三最高 3% 。
(4) 飯店：長榮桂冠 5 折丶蘭城晶英 92 折、晶華酒店送
下午茶等。
(5) 交通：LINE TAXI 最高 8%、全國加油站最高 5% 、
中油 Pay 儲值加油最高 8.8%。
（五） 抽獎：三倍抽：刷中信卡 1 筆有 3 次、刷 2 筆有 6 次、刷
3 筆有 9 次，筆筆刷卡有三倍抽獎機會，週週抽 Switch (共
1,000 台) 。

四、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 7/31 前申辦星展銀行信用卡，同時於
本行綁定經濟部振興券活動，星展首刷禮加碼最高回饋
1,088 元。
（二） 加碼回饋
1. 綁定星展卡消費滿 3,000 元(限分期零利率交易)再加碼回
饋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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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四大類消費全面優惠升級再享最高回饋 500 元。
（三） 抽獎禮：天天刷星展卡每筆 888 元，7/1~9/30 加碼天天抽
刷卡金 10,000 元。

五、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限前 15,000 名登錄綁定卡友且 9/30 前符合振
興三倍券回饋資格者，於 7/1~9/30，「單筆」刷滿 3,000
元即享加碼回饋 330 元刷卡金。(每人限回饋乙次)
（二） 加碼回饋：109/7/1~9/30 使用指定行動支付方式刷一般消
費且完成活動登錄，加碼享 8%回饋。(正附卡合併計算，
每戶每月上限 200 元)
*指定行動支付：Apple pay、Googlepay、台灣 Pay、LINE Pay、街
口支付、歐付寶、Pi 拍錢包、foodpanda、台灣大車隊 APP、Uber、
Uber Eats。

六、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持卡消費滿 3,000 元最高回饋 1,500 元
刷卡金。
（二） 滿額回饋： 持卡消費滿 3,000 元回饋 100 元刷卡金。
（三） 加碼回饋：刷渣打現金回饋御璽卡，不論國內或海外新增
消費均享 1.88%現金回饋。

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申辦指定卡別信用卡並綁定振興券消費，
最高享 1,000 點 OPEN POINT 回饋。
（二） 加碼回饋：指定活動期間內，於萊爾富綁定 Hi Pay 預購
實體振興券，享 5%回饋(限量回饋)。
（三） 合作店家優惠：指定活動期間內，於康是美、遠東 SOGO
百貨、EZTable…等通路刷卡消費滿額，最高享 15%回饋。

八、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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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金回饋御璽卡：新戶辦卡最高享 1,300 元回饋。勾選行
動帳單或電子帳單，核卡後 90 天內：(1)任刷一筆享 100
元回饋。(2)綁訂 LinePay 或街口支付並任刷兩筆享 200
元回饋。(3)指定通路固定扣繳入帳享 200 元回饋。(4)自
動扣繳信用卡帳單即享 500 元回饋。8 月 31 日前綁定三
倍消費滿 3,000 元享加碼 10% (300 元)。
2. 旅人卡：新申辦核卡後(1)刷卡滿額享首刷禮最高 8,000 哩。
(2)自動扣繳信用卡帳單享 500 元。8 月 31 日前綁定三倍
消費滿 3,000 元享加碼 10%回饋，總計回饋 8,000 哩+800
元 (500+300)。
3. 新舊客戶前 15,000 名綁定振興三倍券刷滿 3,000 元額外加
碼回饋 10% (300 元)。
4. 美食最優買 1 送 1。
5. 超市購物最優 85 折+滿額現折。
6. 國內旅行社/免稅店分期零利率及滿額最高回饋 2,000
元。
（二） 滿額回饋：前 15,000 名綁定刷滿 3,000 元額外加碼回饋
10%。
（三） 合作店家優惠
1. 指定飯店美食如台北君悅、長榮桂冠(台中) 、台糖長榮(台
南) 、高雄 H2O 及知名美食 Cold Stone 皆享最優買 1 送
1。
2. 同享雄獅旅遊高鐵套裝行程 98 折、高鐵滿額加碼回饋 1%
刷卡金、高雄捷運天天加碼回饋 30%刷卡金。
3. 國內飯店住宿 3,300 元/房起及租車最優 7 折。
4. 燦坤、全國電子、大同、三井、順發門市及其線上購物享
分期零利率及滿額回饋 2.22%刷卡金回饋(最高回饋 6,000
元)。
5. 家具-IKEA、歐德傢俱、優渥實木及詩肯柚木享分期零利
率及滿額回饋 2.22%刷卡金回饋(最高回饋 8,000 元)。
6. 通訊-中華/神腦、台哥大、遠傳、亞太及台灣之星享分期
零利率及滿額回饋 2.22%刷卡金回饋(最高回饋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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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九、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綁定賴點卡，指定通路最高回饋 27%。
（二） 加碼回饋
1. 綁定聯邦卡刷振興券，享 2％現金回饋(40,000 名)。
2. 線上預購振興券刷聯邦卡，享 2％現金回饋(30,000 名)。
3. 前 5,000 名早鳥綁定卡友享 300 元刷卡金。
（三） 合作店家優惠
1. 聯邦租車指定車款 48 折起。
2. *指定影城天天 65 折起。
3. *指定餐廳消費滿額最高現折 240 元。
4. *屈臣氏、頂好等指定藥妝、超市最高贈 100 元。

十、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申辦指定卡別，除既有首刷禮(ibon300
元)、加碼禮(刷卡金 500 元或空氣清靜機)。
（二） 滿額回饋：於本行綁定振興券，並符合振興三倍券發放資
格者，加碼送 150 元刷卡金。
（三） 加碼回饋：前 5,000 名於本行早鳥綁定振興券卡友，活動
期間有一筆不限金額消費，即贈 ibon 50 元現金抵用券。
（四） 合作店家優惠：
1. 綁定台中銀信用卡於指定百貨通路刷卡消費，滿千送百，
享 10%~12%刷卡金回饋。(最高回饋 600 元，限量 550 名)。
2. 卡友登錄後，於指定外送平台、影音平台、全台藥局及餐
廳消費享 10%回饋。
3. 卡友登錄後，持台中銀信用卡於參加台中購物節之特店，
累積消費滿額贈刷卡金如下：
(1) 累計消費滿 8,000 元，贈 100 元刷卡金。
(2) 累計消費滿 15,000 元，贈 200 元刷卡金。
(3) 累計消費滿 50,000 元，贈 500 元刷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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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J 卡 POINTS 卡新戶滿振興消費 3,000 最高
回饋 1,000 點 LINE POINTS 點數。
（二） 滿額回饋：振興消費滿 3,000 最高回饋 10% LINE POINTS
點數(限量名額) 。

十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一） 新用戶優惠：新用戶限量 10,000 名再加碼回饋 700 元。
（二） 加碼回饋：
消費滿 3,000 元回饋 300 元限量 20,000 名。
早鳥限量前 10,000 名消費滿 100 元再加碼回饋 100 元。

十三、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消費累積達三倍券回饋條件，前 10,000 名享
加碼回饋 10% (300 元)。
（二） 合作店家優惠：指定通路最高享賺 26.6%回饋。

十四、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於 109/7/1~109/8/31 新申辦本行任一信用卡
產品，並於 109/9/30 前達到振興三倍券回饋條件，即可享
有刷卡金 500 元回饋。
（二） 加碼優惠：早鳥登錄並消費滿 3,000 元最高享 350 元刷卡
金回饋（前 1,500 號享 350 元、第 1,501 號~第 7,000 號享
250 元回饋金、第 7,001 號~第 12,000 號享 150 元）。

十五、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核卡 45 日內消費 600 元以上三筆，享
首刷禮回饋 300 元刷卡金。
（二） 滿額回饋：消費綁定高銀卡，符合振興三倍券回饋資格前
2,000 名，加碼回饋 300 元。
（三） 合作店家優惠：指定通路最高加碼再 5%回饋。

十六、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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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首刷達 3,000 元或不限金額任刷 5 筆送
500 元刷卡金。
（二） 滿額回饋： 達到三倍券回饋條件之前 10,000 名消費者，
即可享有每人 200 元之回饋金加碼優惠。
（三） 合作店家優惠：於國內旅行社或國內航空公司刷彰銀信用
卡，登錄享免手續費及 3 期或 6 期分期零利率。

十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申辦信用卡，消費滿 3,000 元回饋 666
元刷卡金，再加贈 HAPPY GO 點數 16 倍(500 點) 。
（二） 滿額回饋：消費滿 3,000 元贈 HAPPY GO 點數 4 倍(120
點)。
（三） 加碼回饋：綁定 HAPPY GO Pay 消費，加贈 HAPPY GO
點數 10 倍( 300 點)。

十八、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以本行實體信用卡消費滿 3,000 元，每人可獲
贈回饋金 150 元，限量 5,000 份。

十九、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消費累積三倍券回饋條件，前 1,000 名享加碼
回饋 150 元。

二十、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刷永豐卡滿 3,000 元，享 10%加碼回饋，最高
送 300 元，刷幣倍卡享最高 18% (限登錄前 10,000 名) 。
（二） 加碼回饋：線上預購振興三倍券同時刷永豐現金回饋 JCB
卡，享 6%加碼回饋，最高送 120 元。(限登錄前 30,000
名)。

二十一、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申辦悠遊聯名卡並綁定振興三倍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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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後 45 日內累積消費滿 3,000 元，可獲得刷卡金 300 元。
（二） 加碼回饋
1. 加辦悠遊聯名卡並綁定振興三倍券，於核卡後 45 日內累
積消費 1,500 元，可獲得紅利點數 5,000 點(可兌換刷卡金
150 元)。
2. 使用悠遊聯名卡自動加值 500 元享 5%現金回饋，每月最
高回饋 50 元。
3. 使用安泰現金回饋信用卡消費享最高 1.2%現金回饋，海
外消費最高加碼 1%現金回饋。
4. 持卡人生日當月使用悠遊聯名卡累積消費滿 3,000 元可獲
得紅利點數 1,000 點。
5. 指定卡別消費分期 0 手續費。

二十二、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
1. 符合三倍券回饋條件者，加碼送 200 元，限量 10,000 名。
2. 凡持卡人於 109 年 8 月 31 日(含)前消費達三倍券回饋條
件者，加碼送 200 元，限量 5,000 名。

二十三、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新戶首刷禮：新戶辦理哆啦 A 夢晶緻卡，享有刷 2,000 元
送 300 元刷卡金。
（二） 滿額回饋：符合振興方案消費回饋者，每人額外再加贈
100 元回饋金(限量 3,000 名)。
（三） 抽獎：新戶使用線上申請信用卡，不限金額消費 3 筆即享
100%中獎機率立即抽 iPhoneSE、空氣清淨機及刷卡金等
獎項。

二十四、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加碼回饋：
1. 累積消費達 6,000 元(含)以上,享 6%現金回饋，最高回饋
600 元，共 2,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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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振興券綁定兆豐卡,刷卡一般消費達 3,000 元(含)以上且登
錄，即可享有「Taiwan Bar 環保杯袋」乙個 (2,000 名)。
（二） 合作店家優惠
1. 聖德科斯聯名卡:聖德科斯門市每週五累積消費滿 3,000
元且登錄成功，贈 360 元門市購物金 (500 名)。
2. 生活工場聯名卡:生活工場門市天天單筆消費滿 3,000 元
且登錄成功，贈 360 元刷卡金 (600 名)。
3. 美福聯名卡:美福食集每週三刷卡單筆消費滿 3,000 元贈
300 元美福抵用券 (2,000 名)
（三） 抽獎：抽全額返現.夢想旅遊金:累積消費每滿 666 元，每
戶享乙次「累積旅遊消費全額刷卡金回饋」抽獎機會，最
高回饋刷卡金 66,666 元。

二十五、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一） 滿額回饋：符合振興券回饋者，前 10,000 名滿 3,000 元送
200 元、前 5,000 名滿 5,000 元再贈 100 元。
（二） 加碼回饋：樂活卡、世界卡、卡娜赫拉夢想鑽現卡、活力
御璽卡、利 high 卡享 1%現金回饋。

二十六、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109/7/15-7/31 刷卡消費達新台幣 3,000 元，次
月帳單回饋振興 2,000 元，次次月再送 200 元刷卡金 （限
量 5,000 名）。

二十七、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消費滿 3,000 元可享刷卡金回饋，回饋上限
300 元。

二十八、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有限公司
加碼回饋：前 10,000 名消費者，即可享有每人 200 元之回饋
金加碼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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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鑽金卡刷滿 3,000 元且獲政府回饋 2,000 元之
持卡人，可獲得鑽金紅利 150 元(含原回饋 36 元)，限量
20,000 名。
（二） 加碼回饋：新增一般消費單筆 1,000 元以上分期 3 期 0 利
率。(需來電客服設定) 。

三十、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一） 滿額回饋：前 10,000 名綁定且消費達 3,000 元享刷卡金回
饋 100 元。
（二） 合作店家優惠
1. 使用樂天卡至實體全國加油站加油消費享每公升最高降
1.3 元。
2. 樂天卡綁定王品集團瘋 Pay 並於每週一及週三以瘋 pay
完成消費，享 5%瘋點數回饋。

三十一、 三信商業銀行
加碼回饋：不限卡別均享 1 ％現金回饋。

三十二、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公司
（一） 滿額回饋：登錄成功消費滿 3,000 元享振興三倍券登錄禮
–美國運通「會員酬賓」積分 1,000 分；消費滿 8,000 元
再贈滿額禮–美國運通「會員酬賓」積分 1,000 分(限量
10,000 名)。
（二） 加碼回饋：可與信用白金卡/簽帳白金卡指定五星級飯店用餐
五折起優惠併用；2020/8/27 前，簽帳白金卡參與「日常消費．
幸福回饋」活動，於指定連鎖通路加碼八千元刷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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