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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旅遊卡」4家發卡銀行結合行動支付消費之優惠措施比較表 

銀
行 
項目 

聯邦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優惠措施內

容 

國賓影城 

活動時間：109/1/1-109/6/30。 

活動內容：以指定行動支付使用聯邦卡至全台國

賓影城現場購票享免簽單全票 6折起。 

注意事項： 

1.『天天聯邦卡友優惠價』活動，係指以實體聯

邦信用卡直接於國賓影城各據點刷卡購買當

日電影票(無需簽單)，即可享各影城據點之優

待票價，每卡每日限購當日場次 4張；實際票

價依照國賓影城各據點、影廳相異而有不同票

價，詳細票價依國賓影城官網公告為準。 

2.行動支付係指 Apple Pay、Samsung Pay 與

Google Pay；行動支付免簽單優惠與實體聯邦

信用卡合併計算，每人每日限購當日場次 2張，

如同日單卡購票張數超過 2張者，本行有權於

次月帳單中收取當日第 3張票起，每張票與優

待票價之差額票款。 

3.購票需以各影廳之全票價折扣後，採計金額末

位數進位補為5或0計算(如65折扣後為188.5

元，則將以 190 元計收；如 65 折扣後為 182

元，則將以 185元計收)。 

活 動 網 址 ：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

/2018AMBASSADOR-1/index.htm 

 

高雄捷運 

活動時間：109/1/1-109/3/31。 

活動內容：活動期間以聯邦銀行信用卡使用指定

行動支付搭乘高雄捷運享每週五車資 7 折優

惠。 

注意事項： 

1.聯邦卡係指聯邦銀行信用卡，指定行動支付係

玉山 Wallet APP綁定玉山國旅卡使用行動支

付「最高 2%現金回饋」 

活動時間：109/1/1-109/12/31。 

活動內容： 

使用玉山Wallet APP中之「玉山Wallet條碼

付」、「Apple Pay、「Google Pay」之一般

消費享原１％(回饋無上限) + 1%現金回饋(每

期加碼回饋上限300元)。 

◎本活動含原 1%基本回饋，加碼 1%之部分每

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 300元，當期帳單直接

折抵。◎加碼 1%回饋將由系統檢核「玉山

Wallet條碼付」已綁定玉山公務人員國旅卡。 

 

指定旅行社／交通以玉山 Wallet APP綁定玉

山國旅卡使用行動支付「最高 2.5%現金回饋」 

活動時間：109/1/1-109/12/31。 

活動內容： 

於指定旅行社/交通 

使用玉山Wallet APP中之「玉山Wallet條碼

付」、「Apple Pay、「Google Pay」之一般

消費享原１％(回饋無上限) + 1% (玉山

WalletAPP每期加碼回饋上限300元)+ 0.5%現

金回饋(指定旅行社/交通每期加碼回饋上限

300元)。 

 

◎本活動含原1%基本回饋，指定行動支付加碼

1%之部分每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300元，指

定旅行社/交通加碼0.5%之部分每歸戶每期帳

單回饋上限300元，當期帳單直接折抵。◎需

以本行指定之特店名稱及特店行業代碼(MCC 

code)為準，不含高鐵/台鐵/客運假期、旅行

【Apple Pay 多元掃碼支付 10%回饋】 

一、 活動期間：109/1/1-02/29 

二、 活動對象︰全卡友 

三、 活動資格︰免登錄 

四、活動網頁︰https://mma.tw/C005A 

五、 活動內容︰ 

透過 Apple Pay綁定永豐信用卡於指定場

域，單筆 300元回饋 30元。 

 每戶每月回饋上限 300元(正附卡合併

計算)。 

 指定商場域：台北花市、光復市 

場、西寧市場、南門市

場、建國花市、台北漁

市、新北果菜市場、環

南市場、台北農產。 上

述場域中永豐特約商

店。 

注意事項： 

1. 刷卡金統一消費達檻次次月陸續回饋予

正卡持卡人，每卡戶每月上限 300元。

刷卡金僅限折抵信用卡帳單消費款，恕

不得要求轉讓、提領或兌現。 

2. 交易方式限使用 Apple Pay掃碼[多元支

付]，並於交易網頁(如 Step 2圖)顯示

永豐銀行 Logo之交易始可列入計算。 

3. 活動或折抵期間內符合活動規範之消費

正、負向交易金額相加，若未達指定門

檻，恕不具回饋資格，回饋掛帳時亦

同。本活動回饋限有效卡且回饋時需仍

綁定狀態為有效永豐信用卡之 Apple Pay 

萊爾富便利商店用行動支付刷中信卡，週

三咖啡買一送一 

活動期間：109/01/01-109/12/31。 

網址：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

/minisite/long/creditcard/Hi-

cafe/index.html 

 

每週三用中信卡 PX Pay 單筆儲值滿 NT888

元，贈 250 點福利點（全聯福利中心） 

活動期間：109/1/3~109/4/9 

網址：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

/minisite/long/creditcard/pxmart/edm

.html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18AMBASSADOR-1/index.htm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18AMBASSADOR-1/index.htm
https://mma.tw/C005A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Hi-cafe/index.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Hi-cafe/index.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Hi-cafe/index.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pxmart/edm.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pxmart/edm.html
https://www.ctbcbank.com/content/dam/minisite/long/creditcard/pxmart/ed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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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行 
項目 

聯邦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指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Hami 

Pay、Garmin Pay、Fitbit Pay等 NFC感應式

支付。 

2.本活動以正卡持卡人為參加活動之名義人，

正、附卡交易合併計算，活動為回饋與車資 7

折之等值刷卡金(刷卡金以元為單位，元以下

尾數一律捨去)，歸戶活動期間最高回饋 100元

限抵活動結束之次月(4 月份)一般新增消費，

未抵扣完則歸零，符合資格於活動結束後次次

月 16 日(5 月 16 日)回饋至信用卡正卡持卡人

帳戶中。 

3.活動期間限量 1,000 名需於活動結束次月(4

月)於指定活動登錄區網頁登錄方符合活動參

與資格(實際登錄時間依系統判定為準)，登錄

時間為 4/1 至 4/30 止，逾期未登錄者或限量

名額額滿後登錄者恕無法享有回饋。 

活 動 網 址 ：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

/20190101krtc/index.htm 

 

全聯福利中心 

活動時間：109/1/3-109/4/9。 

活動內容：每週三於全聯福利中心門市以指定行

動支付使用聯邦卡，單筆滿 300元贈 150點福

利點(每日限乙次)。 

注意事項： 

1.聯邦卡係指聯邦銀行信用卡(含綁定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Hami Pay、

Garmin Pay、Fitbit Pay)及簽帳金融卡。 

2.卡友日活動每一福利卡每日限回饋乙次，當日

若遇多重活動採擇優回饋限乙次。 

3.PX Pay紅包儲值、菸品、一歲以下嬰兒奶粉、

福利卡/電子票證現金儲值、代收/售、購買禮

社代購車票、超商付款票券、餐飲費用、電子

票證交易(如：悠遊卡/一卡通/eTag之扣款或

自動加值)、停車費等。 

回饋情境 

例：在指定旅行社刷實體國旅卡消費：享最高

1.5%回饋(原1%現金紅利回饋＋指定旅行社/交

通加碼0.5%現金回饋) 

例：在屈臣氏以國旅卡綁定玉山Wallet條碼付

消費：享最高2%回饋現金紅利回饋 

(原1%現金紅利回饋＋指定行動支付加碼1%回

饋) 

例：在高鐵以國旅卡綁定玉山WalletAPP中之

Apple Pay付款：享最高2.5%回饋 

(原1%現金紅利回饋＋指定行動支付加碼1%＋

指定旅行社/交通加碼0.5%現金回饋) 

※玉山銀行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可綁定於玉山

Wallet、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Garmin Pay、Fitbit Pay、Hami Pay等 

錢包進行感應式行動支付。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新優惠內容以本行

網站最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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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如有停卡、延滯繳款或其它違反

信用卡契約之情事者，將喪失回饋規

格。 

4. 本活動符合之消費限活動期間以永豐信

用卡使用 Apple Pay支付之交易，若因

特店未請款或請款時間不符合導致消費

未計，恕與本行無涉。 

5. 適用於加入 Apple Pay之永豐信用卡及

Apple Pay相關說明請參見常見問答集。 

6. 永豐銀行保留隨時修改、終止或變更本

活動之權利。 

【Apple Pay 滿 5 仟最高送 2 佰】 

一、 活動期間：109/1/1-06/30 

二、 活動對象︰全卡友 

三、 活動資格︰需登錄 

四、 活動網頁︰https://mma.tw/C005A 

五、 活動內容︰ 

透過 Apple Pay綁定永豐信用卡刷一般消

費(含全家便利商店消費)並完成登錄享下

列優惠： 

不限卡別消費單筆 5仟元以上送「全家購

物金 100元｣(限量登錄 1萬名)。 

 

*上述活動一般消費不含 7-11/速食店/全

聯福利中心等交易，其他詳見注意事項第

6點。 

注意事項： 

1. 持卡人需透過活動網頁登錄，登錄額

滿活動即提前終止。限永豐信用卡正

卡持卡人登錄，逾期未登錄者視同放

棄，恕無法補登參加。 

2. 「全家購物金 100元｣會於消費次次月

陸續以簡訊方式寄送兌換序號至符合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190101krtc/index.htm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190101krtc/index.htm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webevents/creditpdf/Apple_QA_201811.pdf
https://mma.tw/C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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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行 
項目 

聯邦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券、印花/福利卡兌換或加贈商品、官網/賣場

/DM 標示或公告之指定排除商品等，皆不列入

消費門檻之金額計算。 

4.活動採週週回饋贈點，福利點將於全聯福利中

心確認符合活動條件日起算之隔週三回饋。實

體信用卡與電子票證贈點活動於消費 7日後補

入原福利卡。恕不另行通知。 

5.活動當日若遇多重回饋採擇一擇優贈送，恕不

與其他贈點活動併行且福利點無法贈送至指

定福利卡。若於福利點回饋日前解除信用卡、

福利卡綁定，恕無法回饋相關優惠。 

活 動 網 址 ：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

/20200103PXMART/index.htm 

 

指定量販 

活動時間：109/1/1-111/12/31。 

活動內容：以行動支付綁定國民旅遊卡至全聯福

利中心、家樂福等指定量販消費享 5%現金回饋

(含原始回饋，每年回饋上限 1,200元)。 

注意事項： 

1.回饋金額於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2.指定量販定義：家樂福、全聯福利中心、愛買、

大潤發、頂好、大樂、大買家、楓康超市、愛

國超市。  

3.行動支付定義：以代碼化(Token)行動支付所

為之交易，如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Hami Pay、Garmin Pay、Fitbit Pay。  

4.每年最高回饋金額 1,200元且須於當年度抵扣

完畢。 

活 動 網 址 ：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

/MobilePayment_2019Travel/index.htm 

卡友留存於本行之手機號碼。兌換方

式請依簡訊說明流程操作，並至全台

指定全家便利商店作兌換。 

3. 活動或折抵期間內符合活動規範之消

費正、負向交易金額相加，若未達指

定門檻，恕不具回饋資格，回饋掛帳

時亦同。本活動回饋限有效卡且回饋

時需仍綁定狀態為有效永豐信用卡之

Apple Pay 服務，如有停卡、延滯繳

款或其它違反信用卡契約之情事者，

將喪失回饋規格。 

4. DAWHO現金回饋信用卡、永豐八通卡、

公司卡、配銷卡、承銷卡、Debit卡之

交易恕不適用本活動。 

5. 本活動符合之消費限活動期間以永豐

信用卡使用 Apple Pay支付之交易，

若因特店未請款或請款時間不符合導

致消費未計，恕與本行無涉。 

6. 一般消費定義係以消費日為準，正、

附卡合併計算，分期付款以消費日為

準，並以其總金額歸入首期計算。不

含富邦人壽（含原 ING安泰人壽）保

費、三商美邦人壽保費、特定行銷專

案保費(包含但不限於法國巴黎/安

聯…等特定專案保費)、永豐銀行代扣

基金、公共事業費用、信用卡自動儲

值金、預借現金、餘額代償、稅款、

燃料費、學費、規費、罰款、循環利

息、違約金、年費、手續費、退貨、

退費、取消、透過各繳費及支付平台

(包含但不限於有無繳納手續費之 i繳

費、醫指付 APP、e-Bill 全國繳費網

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公務

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等) 繳納之各項

費用、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

支付平台之特約商店之消費(如便利超

商、速食店、停車費等)、全聯福利中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200103PXMART/index.htm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20200103PXMART/index.htm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MobilePayment_2019Travel/index.htm
https://card.ubot.com.tw/ECARD/ACTIVITY/MobilePayment_2019Trave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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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行 
項目 

聯邦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心消費、便利商店(7-11等)消費、特

定行銷專案或其它經本行公告不回饋

之項目。活動之一般消費定義以最新

公告-一般消費定義為準。 

7. 適用於加入 Apple Pay之永豐信用卡

及 Apple Pay相關說明請參見常見問

答集。 

8. 永豐銀行保留隨時修改、終止或變更

本活動之權利。 

 

【行動支付享最高 2%現金回饋】 

1.活動期間:109/1/1~109/12/31 

2.一般消費不限通路皆享回饋 

3.以五大行動支付 Apple Pay、Google Pay、

Samsung Pay、Garmin Pay、Fitbit Pay綁定

永豐國旅卡，一般消費可享「原 1.3%基本回饋

(每月回饋無上限)」&「行動支付活動 0.7% 加

碼回饋(每月上限 500元)」 。 

活動網址：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

nal/credit-card/introduction/co-

brand/travel-card.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nal/credit-card/news/20180813135251250000000000000503.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nal/credit-card/news/20180813135251250000000000000503.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webevents/creditpdf/Apple_QA_201811.pdf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webevents/creditpdf/Apple_QA_201811.pdf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nal/credit-card/introduction/co-brand/travel-card.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nal/credit-card/introduction/co-brand/travel-card.html
https://bank.sinopac.com/sinopacBT/personal/credit-card/introduction/co-brand/travel-car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