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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優惠內容

您的金融
專屬秘書

•設定即時通知，享受個人專屬服務
•秒查個人資產總覽
LINE個人
•快捷登入基金申購
•搶先接獲優惠活動訊息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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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百貨檔期

百貨慶新年
添新裝過好年！活動期間於夢時代、遠東百貨、台北
101、漢神百貨、漢神巨蛋…等指定百貨，購物滿額最
高送2,000元百貨商品券。
※活動詳情依各百貨商場現場或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依各量販日期

112/1/1~3/31

量販慶新年

旅遊大玩家 春光漫遊賞櫻趣

過新年，採買年貨享優惠！愛買、大潤發、大買家
滿額送禮券。

指定旅遊通路(全台旅行社、飯店住宿、訂房網)累積
消費登錄送超商現金抵用券或24吋行李箱！

※活動期間及相關限制條件依各量販公告為準。

※依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適用之循環信用年利率:5.36%~15%，
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107年5月1日。●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
現金金額X3.5%+NT$100。●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公告。
●

卡片專區
領航尊榮卡 / THE ONE尊榮卡
每年2次免費機場接送

領航極致尊榮卡
海外遨遊禮遇
■6次機場接送
■10次全球5日免費WIFI
■10次機場貴賓室 ■30天免費機場停車
■海外消費紅利5倍狂飆(含原1倍)
■高額旅遊平安險
※海外遨遊禮遇：機場接送、機場貴賓室、全球5日免費
WIFI、機場停車需刷卡支付團費或全額機票單筆金額達
10,000元即可使用。

■單程接送：刷卡支付全額機票或80%以上團費，且單筆金額達NTS20,000以上，
可預約1次機場單程接或送機服務。
■接送來回：刷卡支付全額機票或80%以上團費，且單筆金額達NTS20,000以上，
且預約日當月前6個月一般消費NT$100,000，可同時預約接機及送機服務。

每年6次機場貴賓室或全球5日免費WIFI(限擇一使用)
每年30天免費機場停車(每次最多7天)

國內差旅禮遇/奢華生活禮遇

海外消費紅利3倍狂飆(含原本1倍,月上限5,000點)

■每月10天免費市區停車三小時(前月需新增一
般消費3,000元)
■每年6次免費高鐵升等商務車廂(每月上限2次)
■每月2張高鐵購票8折(前月新增一般消費
20,000元)
■每年4次免費高鐵接送
■每月6次頂級餐飲2人同行1人免費或頂級餐
廳尊享刷1,500元折3,000元
■每月1次高爾夫練習場購球優惠
■繳保險費享 1%現金回饋(單筆10萬以上)
■生日當月國內一般消費紅利3倍(含原1倍；保
費不適用)

消費加碼：每年度一般消費累積NT$250,000可再享以下優惠
■「機場接送」單程接或送服務1次(正、附卡合併計算)
■「機場貴賓室」或「全球5日免費WIFI」1次（限擇一使用；正、附卡分開計算）

每月10天免費市區停車三小時
前月需新增一般消費10,000元，或前2個月累積一般消費達30,000元
※機場接送、機場貴賓室、全球5日免費WIFI、機場停車，需刷卡支付團費或全額
機票單筆金額NT$20,000。

領航尊榮卡 獨享
■繳保險費享1%現金回饋(單筆10萬以上)
■生日當月國內一般消費紅利3倍(含原1倍；保費不適用)

Rich＋富家卡
理財新戶首刷享好禮！

指定通路消費1%儲蓄點數回饋

申辦Rich ＋ 富家卡之理財新戶於核卡後60天內累積一般消費金額
達NT$3,000，回饋儲蓄點數688點。

Rich＋富家卡指定通路儲蓄點數回饋，於指定通路刷卡消費享1%儲
蓄點數回饋，當期帳單回饋上限 300 點儲蓄點數。

※理財新戶定義為正卡持卡人信用卡核卡日前24個月未有理財交易且111年12月底未有
理財餘額者(理財包含基金、保險及外國債)。
※儲蓄點數1點折抵1元。

一般消費現金回饋最高2%
基本現金回饋(回饋無上限)
國內一般消費

國外一般消費

1%

2%

小富家
大富家

Rich＋富家卡信用卡等級及升等資格條件
升等制度

當期新增一般消費，可享國內消費1%、海外消費2%之現金回饋
無上限，讓您刷越多， 回饋越多!
回饋等級

※指定通路包括：醫院及學校學費之消費，且須使用Rich＋富家卡刷卡始可獲得回饋。

鉅富家

儲蓄點數最高3%回饋(1點折抵1元)
當期新增一般消費，可享1%~3%儲蓄點數回饋(月上限500∼
10,000點)！
回饋等級

國內外一般消費
儲蓄點數回饋

儲蓄點數回饋上限

小富家
大富家
鉅富家

1%
2%
3%

500點
3,000點
10,000點

※儲蓄點數折抵規則:符合下列與本行業務往來之任一條件，儲蓄點數即可折抵次期本
卡之帳單消費金額:(1)前月(實際扣款日)使用RICH＋富家卡定期定額扣基金(不含貨幣
型，含智能理財『好基智』)。(2)前月(實際扣款日)單筆申購基金(不含貨幣型，含智能
理財『好基智』)。(3)新申購本行代理壽險公司之人壽險(不含房貸壽險)、健康險或年
金險，核保日於近3個月內且未有保單契約撤銷之情事(限首期，持卡人需為要保人；
後續如有保險契約撤銷之情事，將扣回已折抵之儲蓄點數)。(4)近3個月(實際成功成交
日)新申購外國債。
※累積之儲蓄點數以半年為一計算週期，將於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清算持卡人半年期間
之前所累積而未兌換的儲蓄點數。例如：於112年6月(含)以前帳單所累積之點數，最遲於
112年12月31日前使用完畢，否則點數將自動失效；有動用儲蓄點數清算日期將再自動展
延半年。

小富家—基本等級，未符合大富家/鉅富家條件者，辦卡即為小富
家等級。
大富家—滿足基本條件與兩項附加條件可享有大富家權益
■基本條件(皆需滿足)：1.使用電子帳單或下載並登入華南Rich家APP
二擇一。2.過去半年曾使用儲蓄點數一次(首次辦本卡不在此限)。
■附加條件四擇二：1.近3個月平均每月本信用卡簽帳總額累積達
5,000元。2.本行基金(不含貨幣型)或外國債客戶。3.本行人身保險
客戶。4.本行房貸客戶。
鉅富家—滿足基本條件與兩項附加條件可享有鉅富家權益
■基本條件(皆需滿足)：1.使用電子帳單或下載並登入華南Rich家APP
二擇一。2.過去半年曾使用儲蓄點數三次(首次辦本卡不在此限)。
■附加條件三擇二：1.為華南領航會員(獨享家)。2.本行人身保險客
戶。3.本行外國債客戶。

降等制度
大富家—大富家半年內若未同時符合大富家基本及附加條件，顧
客即改享有小富家權益。
鉅富家—鉅富家半年內若未同時符合鉅富家基本及附加條件，顧
客即改享有大富家權益。惟仍不符合上述大富家條件者
，則顧客即改享有小富家權益。

安養信託客戶加碼享1%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本行安養信託客戶持富家卡一般消費加碼享1%現金回饋
，每期帳單回饋上限100元！
■回饋資格係指本行守護一生安養信託、安養愉生傳承信託、身心
障礙安養信託、預開型安養信託(動用型)、退休安養信託之委託
人申辦富家卡正卡始適用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卡片專區
超鑽現金回饋卡

SnY信用卡

2%、國外4%現金回饋

最高享國內

一般消費
基礎現金回饋
國際組織
產品等級

基礎現金回饋
（無限制條件，
回饋無上限）

一般消費
加碼現金回饋

國內消費 國外消費

國內消費

國外消費

國內消費 國外消費

2.2%

VISA無限卡
VISA御璽卡

合計最高
現金回饋

符合加碼3項條件者
每期帳單合併
回饋上限2,000元

1%

1.6%

4.0%
1%

1.8%

2%

3.4%

JCB晶緻卡

一般消費基礎現金回饋：
超鑽現金回饋卡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享國內 1 ％、國外 1.6 ％
~2.2％現金回饋。

一般消費加碼現金回饋：
符合下述3項條件，加碼享國內一般消費1％及國外1.8％現金回
饋，每期帳單回饋上限2,000元：
1. 前期信用卡帳單自本行帳戶自動扣繳成功。
2. 綁定本行Line個人化服務及華銀支付成功。
3. 當期帳單扣繳公用事業費用成功。
4. 當期帳單定期定額扣基金成功。
5. 申請信用卡電子帳單成功。
★國外一般消費加碼回饋限制，歐洲地區實體店面之消費，僅能
享有國外一般消費現金回饋1.6％(御璽卡、晶緻卡)或2.2%(無
限卡)國外消費回饋，不得享有加碼回饋。

(優惠至112/6/30)

網購消費最高享

5%現金回饋

申請「信用卡電子帳單」及綁定「本行Line個人化通知服務」，當期
信用卡帳單網購消費(不含指定支付消費)享5％現金回饋，當期帳
單現金回饋上限NT$300。

指定支付最高享

10%現金回饋

■活動資格：使用信用卡電子帳單或前期信用卡帳單使用SnY帳戶
自動授扣成功(二擇一)，且SnY信用卡當期帳單一般消費（含網
購消費及指定支付）新戶累積達NT$1,500、舊戶累積達
NT$3,000。
■活動內容：符合活動資格之持卡人，將SnY信用卡綁定於指定支
付工具之一般消費單筆達NT$100(含)以上，每筆最高享10％現
金回饋，當期帳單回饋上限NT$300。
■指定支付工具：街口電支、LINEPAY、悠遊付、icash Pay、OP錢包
、HAPPY GO PAY、寶雅POYAPAY、家樂福PAY、台北101PAY、
華銀支付(含台灣Pay；限主被掃碼功能享有)。
※指定支付交易於信用卡帳單明細須有明確顯示指定支付名稱。
※icash Pay、OP錢包消費不含統一超商消費。

5%現金回饋

新戶外送平台加碼

SnY數位帳戶新戶或SnY信用卡新戶，且申請信用卡電子帳單者，
112年6月30日前核卡，自核卡日起算6期帳單，每期帳單外送平台
(UberEats、foodpanda)消費滿NT$2,000享5%現金回饋，當期帳單最
高回饋NT$100。
※外送平台及指定支付活動所稱新戶：1.SnY數位帳戶新戶係指112年1月1日後新開立SnY台幣
數位存款帳戶者。2.SnY信用卡新戶係指自112年1月1日後SnY信用卡新核卡，且核卡日前逾12
個月未持本行信用卡正卡者。

LOVE系列卡
晶緻悠遊聯名卡獨享優惠

自動加值10%現金回饋
(需登錄悠遊卡公司活動專屬網頁，每卡每月最高回饋NT$50，每月限量37,000卡)

寵愛/愛戀紅卡專屬優惠

酷愛/爵愛黑卡專屬優惠

一般消費 最高2%現金回饋
刷卡消費每NT$25可累積1點紅利點數外，當期新增消費總金額達簽
帳金額級距回饋標準，即可依比例額外獲得0.2%~2%之現金回饋(當
期回饋上限NT$1,000)。

天天看電影天天享優惠

加油享最高15%現金回饋

國賓影城、喜滿客影城(絕色影城)、哈拉影城、喜樂時代影城：
■活動期間：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不分平假日
■憑一張當月同卡號NT$599(含)以上簽單，天天享全票價6折起優惠。
■每人每卡每日限購2張同場次單人全票。
■本活動僅限2D版本電影適用。3D版、DOLBY ATMOS版、HFR版
或影片過長之影片需補足2張電影票差價。

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金額達級距門檻(不含加油消費)，當期帳單
加油消費可享5%-15%現金回饋。

2次國際機場免費接或送機服務

※指定之國內保修通路：包括車麗屋、耐途耐、麗車坊、金弘笙、台灣黃帽、安托華、
卡氏汽車、車得適、各大汽車品牌原廠HONDA、豐田、馬自達、福特、裕隆、三菱、
納智捷、福斯、鈴木。

刷卡支付全額國外機票或80%國外旅遊團費，單筆達NT$20,000以
上且近6個月份內刷卡滿7萬元或近12個月內刷卡滿12萬以上，得
免費使用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服務一次，一年限使用2次(正、附卡
合併計算)。
※有關加價費用及其他相關限制請至本行網站查詢。

日本/韓國及國內旅遊住宿紅利5倍回饋
凡持卡於日本/韓國消費(國別碼為日本/韓國或幣別為日幣/韓圜之一
般消費)及國內旅遊住宿且使用電子帳單者，享紅利5倍回饋(含原1
倍)，每期帳單回饋上限5,000點。

汽車保修1.2%現金回饋
於指定之國內保修通路保養與修護累積消費滿NT$3,000(含)以上可
獲得1.2%回饋(1%現金回饋+原0.2%紅利回饋，每期現金回饋上限
NT$1,000)。

eTag網路信用卡儲值享10%現金回饋
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金額達NT$5,000(不含eTag網路信用卡儲值
金額)，當期eTag網路信用卡儲值金額享10%現金回饋(當期回饋上
限NT$100)。

紅利點數折抵市區停車2小時
每日可享紅利點數折抵一次適用連鎖停車場停車2小時(需前月有新
增一般消費，且現有紅利點數>1,200點，每小時需扣除紅利點數
600點，每日限使用一次)。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卡片專區
大甲媽祖認同卡

i網購生活卡

i網購 網路消費享2.5%現金回饋
▓已申辦「信用卡電子帳單」每期帳單回饋上限250元。
▓未申辦「信用卡電子帳單」每期帳單回饋上限150元。

首刷有保庇
核卡60天內新增一般消費達指定門檻，贈送指定媽祖贈品。
■線上申辦：新增一般消費二筆NT$888。
■實體申辦：新增一般消費三筆NT$888。

※當期帳單已適用現金回饋之網路一般消費不再給予紅利點數回饋，僅超過當期帳單
現金回饋上限之網路一般消費金額享25元回饋1點紅利。

※新卡友贈不鏽鋼造型雙層便當盒。(新卡友指正卡持卡人於核卡日前12個月內未曾持
本行信用卡正卡者)※ 既有卡友加辦贈不鏽鋼造型便當盒。

i紅利 一般消費紅利2倍

萬事有保庇

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不含網路消費)達1,000元(含)以上，新
增一般消費(不含網路消費)可獲得2倍紅利回饋(含原1倍)，每
期帳單回饋上限3,000點。

i分期

3期分期0利率(無現金及紅利回饋)

於申請書上勾選分期或核卡後致電本行客服中心或下載華南
Rich家APP申請，日後單筆一般消費達3,000元(含)以上享3期
分期0利率(免手續費)。

i生活 指定通路享8%現金回饋
申請電子帳單且已綁定本行line個人化服務之持卡人，於指定
通路消費享8％現金回饋，每期帳單回饋上限100元，當期帳單
消費金額超出回饋上限時，不適用其它現金或紅利回饋權益。
▓線上娛樂：Netflix 、Catchplay、Spotify、KKBOX、KKTV、DISNEY+。
▓外送平台：Uber Eats、foodpanda。
▓交通運輸：55688、Uber

夢時代聯名卡

年度累積一般消費達5萬元以上，次年均可免費於大甲鎮瀾宮免費
點光明燈一年優惠。

指定五大通路消費紅利3倍送
刷卡消費每25元可累積1點紅利點數，當期帳單新增指定六大通路
消費(保險費交易、國外交易、加油交易、補習費交易、指定交通
交易)，享紅利點數3倍送(含原來1倍)。每期帳單額外回饋紅利點
數上限3,000點(2種卡別及正附卡合併計算)。

自動加值回饋
自動加值每25元享1點紅利點數回饋，每期帳單額外回饋紅利點數
上限3,000點(含指定五大通路享紅利三倍回饋)。

OPEN POINT超級點數聯名卡
一般消費
點數回饋無上限
國內0.8％回饋/國外1.6％回饋

嘟嘟房聯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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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權益優惠

嘟嘟房臨時停車費享 折優惠

指定用餐店櫃週一∼週五享88折優惠

(112/1/3112/6/30)

※例假日(六、日)、國定假日(例示：元旦、端午、中秋等)、彈性放假
日、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日、政府宣布補班或補課日等不適用。

單筆每刷100元得0.53點OPENPOINT點數
御璽卡當日2小時(無限卡當日4小時)免費停車
指定週三單筆消費999元最高享回饋150元

每月當期帳單累積一般消費達新臺幣(下同)1,500元，自次月日曆
日起持卡至嘟嘟房支付汽機車臨時停車費享7折優惠。
※本優惠適用場站依嘟嘟房現場及官網公告為準。
※本活動正、附卡使用次數（每日及每月）及每期帳單消費金額分別計算，不限臨時
停車時數，每卡進出場每日限3次，每月限30次，超出次數或不符合消費門檻，本行
將以信用卡帳務處理方式於次期帳單收回當次額外1折優惠，並列示為次期信用卡帳
單應繳金額，惟不符消費門檻資格之持卡人，於使用優惠當期帳單累積一般消費達
3,000元，免收回當次額外1折優惠。

0.5%現金回饋

一般消費享

新增一般消費每筆消費可享0.5％現金回饋，回饋金額無上限。

(112/1/1-112/6/30)

(全館餐飲美食店櫃及非開立夢時代發票之店家均不配合)

館外權益優惠

5%現金回饋

指定通路消費享

當期帳單一般消費達2,000元以上，享指定通路【國內旅遊通路
（含飯店住宿及訂房網）、加油消費、華南產險eCover投保、
iCharging充電】每筆消費5％（含原0.5％回饋）現金回饋，每期
帳單回饋上限300元。

12期分期0利率(無紅利回饋)
自動加值5%回饋

※本活動消費金額正、附卡採合併計算，如當期帳單已達回饋上限，超額之一般消費
金額仍可享有原0.5％之現金回饋。

當期帳單一般消費金額(不含館內/國外消費)達NT$6,000以上

海外消費最高2.5%現金回饋無上限

繳納牌照稅及燃料費享免手續費優惠

■已申請電子帳單者享2%回饋；未申請電子帳單者或海外單筆消費
金額達NT$6,000以上且已申請12期分期優惠者僅享1%回饋。
■信用卡前期帳單由SnY數位帳戶自動授權扣帳成功者，當期帳單額
外加碼0.5%回饋。

月租停車費享 期分期 利率

無限卡享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免費接或送服務
(每年上限2次)

3

0

於申請書上勾選分期或核卡後致電本行客服中心申請，日後繳納
嘟嘟房月租停車費，單筆消費達3,000以上，享3期分期0利率（
免手續費）。
※本活動消費因係透過「財金公司之電子化繳費稅平台」，爰不符本行一般消費定義，
恕不提供現金回饋。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卡片專區
享利樂活Combo卡

美饌遨遊世界卡 (年費收取制)

1%現金回饋無上限
新戶獨享首年國內一般消費1.3%

年費 正卡年費NT$3,000/附卡年費NT$1,500，恕無法減免。
首刷禮及續卡禮

國內一般消費

■首刷禮：首次申辦美饌遨遊世界卡繳納全額年費，並於核卡60
天內申辦電子帳單且新增一般消費達1萬元以上，即贈紅利點數
1萬點。
■續卡禮：於電子帳單存續期間內且繳交次年續期全額年費，即
贈紅利點數1萬點。

現金回饋無上限

2.5%

海外消費最高享

(限申辦電子帳單者)

※正、附卡之消費合併計算，每位正卡持卡人限回饋乙份首刷禮/續卡禮。

未申請電子帳單者，當期帳單新增國外一般消費享2%現金回饋無
上限。

國內紅利4倍/國外紅利5倍/年度滿
額再贈紅利

Combo Life卡
3期/6期/12期分期0利率(無現金及紅利回饋)

美饌紅利卡
一般消費最高3倍紅利回饋

申請書上直接勾選3期0利率或6期/12期0利率或核卡後
致電本行客服中心或下載華南Rich家APP申請，日後單
筆刷卡金額達NT$3,000(含)以上，自動分期免手續費。

美饌紅利卡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總金額達
簽帳金額級距回饋標準，即可依比例額外獲得最高紅利3倍回饋(含
原1倍)，每期帳單額外回饋紅利點數上限1萬點，年度累積額外回
饋上限3萬點。

每月最高10次跨行轉帳0手續費
刷卡繳交保險費1%回饋 (限御璽卡/鈦金卡)
稅費0手續費再享紅利回饋

美饌遨遊世界卡/美饌紅利卡共同優惠

EZTABLE餐飲現折10%
美饌遨遊世界卡及美饌紅利卡全卡友於「EZTABLE」網站或APP之專案
合作餐廳訂位並線上刷卡預付餐費，即享刷卡現折10%優惠。

112年尊榮優惠禮遇
免費道路救援
■領航極致尊榮卡/領航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奔騰世界商務卡/贏家生活無限卡/臺灣大學卡(無
限卡、商務御璽卡)：事先申請完成道路救援服務登錄後，即可享一年道路救援服務。
■旅鑽個人商務信用卡(無限/世界/極緻/商務御璽)/美饌遨遊世界卡/夢時代無限卡/嘟嘟房聯名卡：
申請登錄時前12個月之一般消費金額累計需達10,000元以上方能申請，登錄後即可享一年道路救援服務，並自登錄日起，逐年刷卡一般消費累積達10,000元以上，次年即續享一
年期不限次數道路救援服務。

■御璽卡/鈦金卡/晶緻卡/白金卡：
申請登錄時前12個月之一般消費金額累計需達30,000元以上方能申請，登錄後即可享一年道路救援服務，並自登錄日起，逐年刷卡一般消費累積達30,000元以上，次年即續享一
年期不限次數道路救援服務。※LOVE晶緻卡（悠遊聯名寵愛紅卡/愛戀紅卡）/臺灣大學御璽卡/享利樂活Combo卡不適用。

市區免費停車
■領航極致尊榮卡：
前月有新增一般消費NT$3,000，當月可免費停車，每日一次，每次最多3小時，當月最多10天。

■領航尊榮卡/The One尊榮卡：
前月有新增一般消費NT$10,000，或前2個月累積一般消費NT$30,000，當月可尊享免費停車（每
日限擇一停車場），每日一次，每次最多3小時，當月最多10天停車優惠。

■臺灣大學無限卡：
前月新增一般消費達NT$10,000，當月可免費停車（每日限擇一停車場），每日一次，每次最
多3小時。

■夢時代聯名卡(無限卡)、臺灣大學商務御璽卡/櫃買無限卡：
前月有新增一般消費NT$12,000，或前2個月累積一般消費NT$36,000，當月可尊享免費停車
（每日限擇一停車場），每日一次，每次最多2小時，當月最多10天停車優惠。

■適用紅利積點回饋之信用卡︰
前月有新增一般消費，當月可免費停車，每日1次，每次最多2小時。(每小時需折抵紅利點數
600點，且現有紅利點數需大於1,200點始可使用）
※適用停車場：中興嘟嘟房、台灣聯通、24TPS永固便利、ViVi PARK。

高鐵優惠服務(優惠至112/12/31)
■升等商務車廂
◆領航極致尊榮卡：每年享6張免紅利升等(每月上限2張)。
◆領航極致尊榮卡、領航尊榮卡及尊榮卡:年度內新增一般消費且不含保險
累積達1,000,000元，年度內可享4張免紅利升等高鐵商務車廂(正附卡合
併計算)。
◆領航尊榮卡及尊榮卡：每張票扣紅利4,000點(每月上限4張)。
◆適用紅利積點之信用卡：每張票扣紅利8,000點。
◆臺灣大學認同無限卡：前月新增一般消費達20,000元，次月可享2張免紅
利升等高鐵商務車廂。
※標準車廂與商務車廂票差低於400元者，請勿使用付費升等優惠方案。

■購票折扣
◆適用紅利積點之信用卡：於活動期間內刷卡購買29日內(含)之標準車廂對
號座車票，可享票價8折優惠，優惠折扣票差，由正卡持卡人以紅利點數
每100點抵扣5元方式抵扣。
◆領航極致尊榮卡、領航尊榮卡、尊榮卡及臺灣大學認同卡(無限及商務御
璽卡等級)︰前月新增一般消費達20,000元，次月可享2張8折標準車廂對
號座車票免紅利點數抵扣優惠(正附卡合併計算)。

※以上卡片權益或優惠限制條件，請參閱本行網站。※優惠期間除另有標示外，其餘之優惠期間為112/1/1-6/30。※以上活動所稱之「一般消費」，係排除扣繳基金款項、信用卡繳稅（如個人綜合所得稅、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等）、公用事業費用代扣（中華電信費用、電
費、自來水費)、年費、循環信用利息、學費、停車費、退貨交易、賭場刷卡換籌碼交易、預借現金、爭議款、帳務調整金額及各項手續費用（如預借現金手續費、掛失手續費、調閱簽帳單手續費、分期付款服務手續費…等）、國內各醫療院所醫療費用、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
、E 政府服務平台、財金公司之電子化繳費稅平台、透過各繳費平台(如i 繳費網站/APP、醫指付APP 等)使用全國繳費網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機制繳納之各項費用、連鎖速食店等各型態之消費、電子票證自動加值金額、法國巴黎人壽投資型保單及其他未經核准之消費等。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本月精選
精選1 —百貨慶新年

歡慶年終慶、滿額享好禮
2023/1/3-6/30刷實體華南夢時代聯名卡，
於指定用餐店櫃週一∼週五享88折優惠!
※本優惠僅限週一∼週五使用。例假日(六、日)；國定假日(例示：元旦、端午、中秋
等)；彈性放假日；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日；政府宣布補班或補課日等不適用。

僅實體華南夢時代聯名卡適用
美麗迎新春-全館滿額禮 112/1/3-112/1/19 (每卡每日擇一門檻兌換1份,恕不累贈)
滿5,000元夢時代電子抵用券100元(限量1,000份)

滿30,000元夢時代電子抵用券600元(限量200份)

滿15,000元夢時代電子抵用券300元(限量500份)

滿60,000元夢時代電子抵用券1,200元(限量100份)

春節檔期 1/19~2/14
滿5,000元贈遠百抵用券100
元(限量1,200份)
單筆刷滿5,000元且分6期贈遠百
抵用券100元(限量1,000份)
滿10,000元贈遠百抵用券250
元(限量1,000份)
單筆刷滿10,000元且分6期贈遠百
抵用券250元(限量1,000份)
※上述活動不含數位3C/MUJI。
※上述活動超級現金回饋卡(含HappyCash &
HAPPY GO聯名卡)、VISA金融卡及JCB晶緻
悠遊DEBIT卡不適用
※適用店別：寶慶店/板橋中山店/板大店/桃園
店/新竹店/台中店/嘉義店/台南店/高雄店/花
蓮店/竹北店/信義A13(Apple Store/3F LEGO
除外)

春節檔期 1/12~2/14
每滿回饋

春節檔期 1/12~2/14
滿6,000元贈 漢神巨蛋商品
券100元(限量200份)
滿20,000元贈 漢神巨蛋商品
券300元(限量100份)
滿60,000元贈 漢神巨蛋商品
券1,000元(限量20份)

春節檔期 1/12~2/14
滿6,000元贈 漢神百貨商品
券100元(限量150份)
滿20,000元贈 漢神百貨商品
券300元(限量100份)
滿60,000元贈 漢神百貨商品
券1,000元(限量50份)
滿100,000元贈漢神百貨商品
券2,000元(限量50份)

價值5,000元)

賀歲慶 1/5~1/21
滿6,000元贈 大江電子現金
券100元(限量50份)
滿20,000元贈 大江電子現金
券400元(限量25份)
滿50,000元贈 大江電子現金
券1,000元(限量5份)

※以上活動超級現金回饋卡、VISA金融卡及
JCB晶緻悠遊DEBIT卡皆不適用。
※上述活動擇優兌換。

※本活動超級現金回饋卡(含HappyCash &
HAPPY GO聯名卡)、VISA金融卡及JCB晶
緻悠遊DEBIT卡不適用

值1,500元)
滿30萬贈 20,000點購物金 (

累積消費滿15,000元(含)以上，
贈美麗華商品券300元

(限量20份)

分期滿額禮

銀行滿額禮

(限量100份)

贈美麗華商品券500元

全館101 Pay/信用卡單筆分期滿

滿10萬贈 6,000點購物金 (價

美麗華商品券100元

累積消費滿30,000元(含)以上，

抵用券400元

值400元)

累積消費滿6,500元(含)以上，贈

(限量50份)

滿10,000元贈 台北101電子

40,000贈 1,600點購物金 (價

春節檔期 1/5~2/1

分期滿額禮

累積消費滿10,000元(含)以上，
加贈

美麗華商品券100元

(限量50份)

春節檔期 1/19~2/6
滿6,000元贈 中友電子商品
禮券100元(限量150份)
滿20,000元贈 中友電子商品
禮券400元(限量100份)
滿50,000元贈 中友電子商品
禮券1,000元(限量50份)
單筆分期滿15,000元 加贈 中友
電子商品禮券200元 (限量
50份)
加碼禮

1/22~1/29
單筆消費滿3,000元加贈中友電

子商品禮券100元(限量50份)

春節檔 1/20~2/28
滿6,000元贈 義大世界禮券
100元乙份(限量400份)
滿18,000元贈 義大世界禮券
300元乙份(限量100份)
滿30,000元贈 義大世界禮券
500元乙份(限量60份)
活動注意事項：1.以上活動VISA金融卡及
JCB晶緻悠遊DEBIT卡皆不適用。2.活動配
合之百貨，刷本行信用卡，當日單館累計
消費達兌換門檻，可憑信用卡、同卡號簽
單及發票於各商家現場兌換滿額禮乙份，
不參加活動之店別依各百貨公告為準。各
項滿額禮，正附卡分開計算，每人每日限
消費當日領取乙份，不得代領，不得跨館
跨日累積。3.已兌換滿額禮，如於2個月內
辦理退貨，致當日累積金額未達原滿額禮
兌換門檻，本行有權要求其返還其所領取
之滿額禮。4.滿額禮以實物為準，數量有
限，送完為止。5.同一張簽單限兌換乙種
滿額禮，餘額恕不累計。6.超市、小吃、
遞延性商品恕不適用分期付款活動。7.分
期交易與紅利折抵活動恕不得同時使用。
8.紅利折抵活動不適用VISA金融卡、採購
卡、配銷卡、商務卡及所有附卡；每1,000
點折抵消費金額NT$50元，需為正卡持卡
人且每次最低折抵紅利點數1,000點以上，
滿額禮之累計金額須以折抵後之實際刷卡
金額計算。9.活動時間如有更改，皆以各
百貨商家店內公告為準。10.部分百貨簽帳
金融卡不適用，請依最後百貨商家店內公
告為準。11.持卡人之正附卡有停卡(含信
用卡強制停用及申請停用)、延滯繳款或違
反信用卡契約等情事者，將取消活動參加
資格。12.活動期間倘因不可歸責於本行之
事由，本行得變更或終止活動內容，並於
本行信用卡網站最新消息上揭露。※有關
分期期數、分期期間、分期金額門檻、分
期適用商品等規定悉依商店公告為準。※
每期手續費皆為申請金額之0%，分期利率
為0%，總費用年百分率為0%。(註1)本廣
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
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銀
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
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
有所不同。(註2)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
基準日為106年1月1日。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本月精選
精選2 — 新光三越滿額慶新年
活動期間

112年1月1日起至2月28日

活動內容
活動期間持華南銀行信用卡於全台新光三越百貨，單店單筆/累
積消費滿額，即贈予刷卡金
(2)累積消費滿15,000元(含以上)，贈刷卡金500元。
(3)累積消費滿30,000元(含以上)，贈刷卡金1,500元。
(4)累積消費滿60,000元(含以上)，贈刷卡金3,000元。
※需登錄，正、附卡合併計算，活動期間每戶限回饋一次。
※企業商務卡、VISA金融卡及JCB晶緻悠遊Debit卡不適用。
※除新光三越信義店A4館、A8館、A9館、A11館 南西店1館、3館分別視為同一店別之消費
可累加計算，其餘各店別分別單獨計算。

回饋上限與回饋方式：
A.本活動回饋為正、附卡合併計算，統一回饋予正卡持卡人，每戶限回饋一
次。回饋資格不得轉讓予他人，亦不得要求變更回饋內容等。
B.刷卡金統一於活動結束後60天內回饋至正卡持卡人信用卡帳戶（以實際作
業時間為準）。

活動詳情、注意事項請依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

精選3 — 網購慶新年
SALE．SALE

網購刷華南、月月享好禮

SALE．SALE

活動期間：112/1/1-1/31

•單筆分期滿10,000元，送600元刷卡金(各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20,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各限量50名)

(限分期期數3/6/10期)

新春年貨節
1/9-1/15

•單筆分期滿10,000元，送600元刷卡金(總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16,888元，送1,680元刷卡金(各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20,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總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26,888元，送2,680元刷卡金(各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10,000元，送600元刷卡金(限量60名)
•單筆分期滿20,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60名)
(含電視購物)(限分期期數3/6期)

新春年貨節
1/9-1/15

單筆分期滿16,888元，送1,68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26,888元，送2,68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10,000元，送6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20,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滿額/分期滿5,000元送200元刷卡金(各通路各限量30名)
以上活動需登錄
※需登錄，每卡戶各通路限回饋一次，擇優計算；各活動回饋採限量額滿
為止※SnY信用卡另享網購通路5%回饋(需綁定本行Line個人化服務及使用
信用卡電子帳單，每期帳單回饋上限300元)※新春年貨節於1/18開放登錄
、全月案型於1/31開放登錄※有關分期期數、分期期間、分期金額門檻、
分期適用商品適等規定悉依商店公告為準。※每期手續費皆為申請金額之
0%分期利率為0%，總費用年百分率為0%。(註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
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實際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
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有所不同。(註2)
本總費用年百分率本之計算基準日為106年1月1日。

精選4 —量販慶新年
111/11/6∼112/1/31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含)元上，送愛
買現金抵用券100元乙份(限量25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5,000(含)元上，並現
場辦理分期，送愛買現金抵用券
200元乙份(限量150份)。
■指定時段加碼禮：
於指定日期(依愛買現場公告為準)，當日單筆
消費2,000(含)元以上，送愛買現金抵用券100
元乙張(限量150份)。
※贈送愛買現金抵用券-於活動期間發送之現金券，需於指定期限內
使用並限刷華南銀行信用卡消費即可折抵。
※VISA金融卡/JCB晶緻悠遊Debit卡不適用

111/12/29∼112/1/21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含)元以上，送大買家
禮券100元乙份(限量25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5,000(含)元以上且現場辦理
分期，送大買家禮券200元乙份(限量50份)。

111/12/2∼112/2/2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含)元以上，送大潤發
提貨券100元乙份(限量30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6,000(含)元以上並現場辦理
分期，送大潤發提貨券200元乙份(限量
200份)。

※以上活動於各店現場贈送，每人每日限領一份，擇優贈送，活動依現場公告為準。
活動注意事項：1.現場贈送憑當日消費之信用卡、簽單及發票於指定量販指定兌換櫃檯領取，數量有限換完為止，如兌換完畢，恕無法提供其他贈品或等值現金。2.現場贈送活動期間內符合門檻每卡每日每張簽單限換乙次，限發票消費日當日兌換；兌換
後如辦理退貨交易，需將贈品一併退還。3.限於賣場內消費方可參加，不適用於大宗採購、菸酒、專櫃及美食街、禮物卡儲值、購買各量販商品提貨券之消費。4.消費金額以折扣後實際刷卡金額計算。5.本活動未約定事項，悉依華南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
約定之；內容或限制條件如有變動或其他未盡事宜，將於華南銀行信用卡網站最新消息公告。※有關分期期數、分期期間、分期金額門檻、分期適用商品等規定悉依商店公告為準。※每期手續費皆為申請金額之0% 分期利率為0%，總費用年百分率為0%
。(註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範例予以計算，實際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產品及個人信用狀況而有所不同。(註2)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106年1月1日。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旅遊專區
旅遊專區— 華南大玩家 春光漫遊賞櫻趣
活動期間

112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活動期間持華南信用卡於指定旅遊通路：
■累積消費20,000元以上，登錄送200元統一超商現金抵用券
■累積消費40,000元以上，登錄送500元統一超商現金抵用券
■累積消費80,000元，登錄送24吋行李箱一個
※活動期間每卡戶限回饋1次，擇優贈送，正附卡合併計算。
指定旅遊通路：全臺旅行社(含kkday、klook)、國內飯店住宿、訂房網、指定
八大航空(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國泰航空、日本航空、ANA
全日空、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台灣虎航)。

★超鑽現金回饋卡，海外消費另享最高4%回饋！
★Rich＋富家卡，海外消費另享最高5%回饋！
注意事項 ※簽帳金融卡、企業商務卡不適用※限於指定旅通路現場或官方網站訂購且使用華
南卡付款適用，透過非指定通路代售行程、訂房不適用本活動(如購物網站販售之
行程/訂房)。需登錄，每卡戶活動期間限領1份，擇優贈送，正附卡合併計算。※
將於活動結束後次月底簡訊通知兌換，如於112年5月10日尚未收到請來電本行客
服查詢，逾期視同放棄贈品資格。

以上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2022/10/1∼2023/12/31
入住期間 2022/10/1∼2024/2/29
訂房期間

訂房享最優93折
(免輸入優惠代碼)

於agoda華南銀行專屬訂房
網頁，刷華南信用卡享全球
訂房93折優惠！

專屬網站

注意事項：1.本優惠須透過 Agoda華南卡友專屬活動網頁 預訂，並以華南信用卡刷卡付款方可享有折扣優惠。2.本優惠不適用於直接進入Agoda網頁 (www.agoda.com) 或Agoda APP之預訂交易，且客戶將不會獲得退還相關折扣款項。3.本優惠預訂期間為2022/9/1至2023/12/31
，須於2024/2/28前入住。適用飯店/房型會有「適用額外優惠」之標籤。4.優惠預訂期間內，華南銀行信用卡全卡友可享7%起折扣優惠。5.本優惠折扣僅適用於指定的預付模式飯店且即時支付房費時適用，請選擇有特別標示「適用額外優惠」標籤之住宿。詳情請參閱網站常
見問題。非預付模式之住宿會有提示。6.本優惠折扣僅適用於稅前飯店房費，不包含當地稅項及服務費。7.本優惠不可同時與其他優惠併用，且折扣優惠不能兌換現金或其他贈品。8.本優惠可能不適用於累積Agoda會員獎勵計畫。9.凡透過華南卡友專屬網站頁面訂房，於訂單
成立結帳時，線上刷卡付款之幣別為「新台幣」，且會顯示華南卡折扣金額。若無顯示折扣金額而進行交易，交易後不得要求退還其折扣金額。10.本網站為國外授權網站，發卡銀行將另行收取國外交易相關手續費用。11.本優惠僅適用於Agoda配合之飯店、房間類型及地區
，空房數量須以個別飯店房間供應而定。12.持卡人須於入住時向飯店出示與線上訂房交易相同之永豐信用卡。取消或更改預訂須直接透過華南卡友專屬活動網頁，且須受各預定飯店之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查閱預訂確認電子郵件或聯絡Agoda客戶服務人員（於
www.agoda.com點選24/7客戶服務）。13.折扣優惠可能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考Agoda網頁的「預訂條款及取消細則」。14.網頁上之圖片只供參考，請依現場實際為準。15.各飯店優惠價附有額外條款及細則，請依各飯店公告為準，並於預約訂房時向飯店服務人
員確認。16.本活動之商品或服務係由Agoda提供，訂位額滿恕不再提供。華南銀行僅提供各項優惠訊息，並非提供訂房或訂位保證，亦非商品或服務之出售人，與Agoda之間並無代理或提供保證。持卡人對於提供服務內容有任何爭議，請逕洽Agoda尋求協助。

出國上網好便利

■

Wifi分享器租借優惠

客服專線：02-2564-1189
■全航線75折優惠。
■日本3GB方案日本機場取還享每日85元優惠價。
■日本3GB方案台灣領還享每日95元優惠價(歸還運費另計)。

客服專線：02-8979-1050
全商品75折優惠。

海外消費回饋

活動期間：112/1/1-12/31

客服專線：02-6630-6688
■租借海外WiFi分享器享日租9折優惠。
■購買一次性SIM卡/eSIM/儲值流量包9折優惠。
以下活動期間：112/1/1∼12/31

超鑽現金回饋卡 海外消費最高享4 %回饋。
R i c h +富 家 卡 海 外 消 費 最 高 享 5 % 回 饋 。

旅遊綜合保險
不論是國內外旅遊或洽公，只要以華南銀行信用卡支付本人、配偶及受您扶養
之25足歲以下未婚子女之全部公共交通運輸交通工具票款或80%以上旅遊團費
，即同時自動享有一定金額以內之旅遊平安險與旅遊不便險，讓您及家人出外
旅遊開心又安心。

免費機場接送
■使用JCB晶緻等級以上卡別，刷卡購買國際航線機票或支付國外旅遊團費：滿
3萬元以上未滿6萬元，可享指定國際機場接或送一次免費；滿6萬元以上可享
指定國際機場接及送各一次免費。
活 動 期 間 ： 111 / 1 0 / 1 ∼ 11 2 / 9 / 3 0

刷Visa無限卡，享專屬旅行不便保險權益
旅程取消/旅程縮短 最高保險金額達31,000元
旅行延誤/錯過轉接交通 最高保險金額達3,100元
※詳細內容及相關條件依Visa活動網頁公告為準

※須於刷卡後兩個月內進行預約，可預約服務日期為進線預約時間三個月內。※每月服務總計上限1,000趟次，
依預約先後順序額滿截止。※每一持卡人活動期間限使用1次。※預約諮詢專線：02-2596-6609(週一~週五
09:00~18:00)或至JCB指定預約網站預約。

■使用Visa無限卡/御璽卡刷卡購買國際線機票全額或國外團費總金額8成以上，
可以優惠價430元起/630元起預約台北至桃園國際機場接或或送一趟。
※請於欲使用服務三個工作天前，如遇連續假期須於七個工作天前完成預約(皆不含使用當日及例假日)。※每
筆機票團費僅可預約接送來回各一次，每一持卡人活動期間加總使用上限4次。※無限卡預約專線：
04-2206-9342；御璽卡預約專線：04-2206-4655；預約網站：www.freeliving.com.tw/visa

詳細活動辦法、限制條件請依各國際組織活動網頁公告為準。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特別企劃
特別企劃— 打造質感新生活 華南Rich家APP

華南Rich家App提供線上進行信用額度調整申請、
預借現金密碼設定、指定信用卡分期交易設定等功能，
亦可即時掌握信用卡帳務、美食、理財及貸款等
最新訊息，全新互動式設計，讓您「一手掌握」數位服務。

華南商業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修訂通知
茲修訂本行信用卡約定條款部分內容( 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並自民國112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若您對本次修訂內容有任何異議，請於生效日前依信用
卡約定條款第二十四條所定方式通知本行終止契約(若未於期限內通知則視為同意)，並得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不滿一個月者，該月不予計算)比例退還已
繳納之部份年費。

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第二十五條 學生及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應注意事項
前略。
發卡機構得因學生或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要求，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而調整持
卡人之信用額度或暫時停止其使用卡片之權利，如其父母或監護人要求發卡機構
提供其消費明細，發卡機構得逕予提供，無須取得持卡人同意。待持卡人提出「
家長同意恢復信用卡確認書」，再行恢復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權利。學生卡持卡
人年滿18歲者，同意其父母行使前項權利。

第二十五條學生及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應注意事項
前略。
發卡機構得因學生或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要求，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而調整持
卡人之信用額度或暫時停止其使用卡片之權利，如其父母或監護人要求發卡機構
提供其消費明細，發卡機構得逕予提供，無須取得
持卡人同意。待持卡人提出「家長同意恢復信用卡確認書」，再行恢復持卡人使
用信用卡之權利。學生卡持卡人年滿20歲者，同意其父母行使前項權利。

第二十九條 配合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措施
發卡機構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同意發卡機構得進
行以下措施：
一、發卡機構於發現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
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之時，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逕行暫
時停止本契約所載之各項交易與業務關係或停卡。
二、發卡機構於定期審查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身分作業或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
限於：懷疑客戶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恐活動、規避制裁或武擴活動
或媒體報導涉及違法之特殊案件等)，得要求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於接獲發
卡機構通知後60天(含)內提供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或公司資料、或對交易性質
與目的或資金來源進行說明，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逾期仍不履行者，發卡機
構得逕行暫時停止本契約 所載之各項交易與業務關係或停卡。

第二十九條 配合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措施
發卡機構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同意發卡機構得進
行以下措施：
一、發卡機構於發現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
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之時，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逕行暫
時停止本契約所載之各項交易與業務關係或停卡。
二、發卡機構於定期審查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身分作業或認為必要時(包括但不
限於：懷疑客戶涉及非法活動、疑似洗錢、資恐活動、或媒體報導涉及違法
之特殊案件等)，得要求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於接獲發卡機構通知後60天(含)
內提供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或公司資料、或對交易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進
行說明，持卡人(含實質受益人)逾期仍不履行者，發卡機構得逕行暫時停止本
契約 所載之各項交易與業務關係或停卡。

以上各活動詳情、相關限制及注意事項請上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