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 2023.06.30 

玉山銀行_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工薪資福利 

一、金融諮詢服務 

本行於 貴校禮賢樓(原卓聯大樓)一樓設立台大分行，提供全方位之金融諮詢服務。 

項目 優惠內容 

薪轉存款利率 
目前年息為1.095%機動計息 

(依中華郵政一年期定儲利率固定減碼0.34%，無存款額度上限) 

公教人員儲蓄存款 

(含公教及約用人員) 

目前年息為1.475%機動計息 

(依玉山銀行牌告【定期儲蓄存款二年期】機動計息，最高限額70萬元) 

跨行提款與轉帳優惠 每月跨行提款100次、跨行轉帳100次，合計共200次免手續費優惠 

外匯優惠 

 玉山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辦理外幣兌換依牌告匯率享優惠： 

幣別 優惠幅度 幣別 優惠幅度 

美元(USD) 3.5分 港幣(HKD) 2.3分 

日圓(JPY) 0.12分 人民幣(CNY) 1.5分 

歐元(EUR) 1.2角 澳幣(AUD) 5分 

 玉山世界卡卡友另有匯率優惠，歡迎至台大分行洽詢 

投資理財 

 數位通路新申購共同基金享手續費3折優惠 

 專業理財人員提供金融市場趨勢與投資理財等相關諮詢 

 信託專家團隊提供安養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等規劃 

房屋貸款 

 貸款利率(依玉山銀行定儲指數機動利率1.35%加碼)： 

對象 活動內容 

教師 1.81%起 

 貸款費用：1,500元 

 活動期間至2023/02/20止 

信用貸款 

 貸款利率(依玉山銀行定儲指數機動利率1.35%加碼)： 

對象 優惠條件 

教師 一段式利率 1.86%起機動計息 

職員 一段式利率 2.58%起機動計息 

 貸款費用：1,000元 

 貸款額度：最高300萬 

 活動期間至2023/02/20止 

註：詳細條件與注意事項如以下內容，活動期間至 2023/06/30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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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戶之優惠(活定存利率、跨行提款與跨行轉帳每月免費次數等) 

（一） 活存利率 

1. 薪資存款利率 

依中華郵政一年期定儲利率 1.435%固定減碼 0.34%(目前年息為 1.095%

機動計息)，無存款額度上限。 

2. 公教人員儲蓄存款 

(1) 玉山銀行牌告【定期儲蓄存款二年期】機動計息(目前年息為 1.475%

機動計息)，超出限額部分，比照一般活期儲蓄存款牌告計息(目前

為 0.465%機動計息)。 

(2) 每月存入 1 萬元、最高限額 70 萬元(工友為每月 5 仟元，最高限額

35萬元)，首次撥薪前，一次存入不限金額。 

(3) 貴校現職員工(含公教及約用)且為玉山銀行受薪戶者皆可辦理。 

（二） 跨行提款、跨行轉帳每月手續費優惠 

提供薪資戶每月跨行提款 100 次、跨行轉帳 100 次(跨行轉帳適用之自動

化設備以 ATM、WebATM 及玉山銀行之網路銀行、電話銀行為限)，合計共

200次免手續費優惠。 

註：玉山台大分行提供預約開戶服務，減少您於現場排隊等待時間，歡迎

線上預約開戶 https://ebank.esunbank.com.tw/ppc/ppc01001/PPC01001_Home.faces或

撥打服務專線預約開戶，讓您可以更快速且便利的獲得服務。預約開戶服

務專線：(02)2368-1313 #114 

 

三、金融產品優惠 

符合 貴校教職員需求下，我們將視不同期間及需要調整並推出各項新的服務與

獨享尊榮優惠，對教職員服務及優惠彙整如下： 

項 目 全方位金融服務 

外匯 1.匯率優惠 2.利率優惠  

財富管理 1.保險保障 2.投資理財 3.信託服務 4.加值服務 

貸款 1.房屋貸款 2.信用貸款 

信用卡 
1.玉山世界卡 2.玉山ＵBear信用卡 3.玉山Only卡 4.玉山Pi拍錢

包信用卡 5.玉山雙幣信用卡 6.玉山數位e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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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金融服務_外匯優惠 

1. 買賣外幣現鈔業務 

玉山銀行於全台 138家皆設置外幣 ATM，提供美元、日圓、港幣及人民幣現鈔提領

服務(全台服務據點及提供幣別請詳玉山銀行官網) 

2. 個人網路銀行及行動銀行優惠服務【優惠期間依玉山銀行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1) 玉山網路銀行或行動銀行辦理外幣兌換依牌告匯率享優惠： 

幣別 優惠幅度 幣別 優惠幅度 

美元(USD) 3.5分 港幣(HKD) 2.3分 

日圓(JPY) 0.12分 英鎊(GBP) 1.2角 

澳幣(AUD) 5分 加拿大幣(CAD) 5分 

瑞士法郎(CHF) 6分 新加坡幣(SGD) 5分 

南非幣(ZAR) 2.5分 瑞典幣(SEK) 1.5分 

歐元(EUR) 1.2角 紐幣(NZD) 6分 

墨西哥披索(MXN) 3分 泰銖(THB) 1分 

人民幣(CNY) 1.5分   

 (優惠幅度將視市場波動予以調整，請詳玉山銀行官網) 

(2) 玉山網路銀行辦理外幣匯出匯款交易，手續費用外收固定收取新臺幣 100元  

(郵電費另依規計收)。 

(3) 玉山世界卡卡友另有匯率優惠，歡迎至台大分行洽詢。 

【各外幣存款專案活動內容請詳玉山銀行官網，玉山銀行保有終止、延長及變更活動內容之權利】 

 全方位金融服務_財富管理 

1.保險保障 

提供多樣化的保障規劃服務，包括壽險、醫療險、投資型保單、房貸壽險、汽機車險、

住宅火險/地震險…等，依貴校教職員需求量身訂做，提供客製化規劃。 

2.投資理財 

(1) 2023/06/30前於數位通路新申購共同基金享手續費 3折優惠。 

(2) 提供多元化的金融產品服務，包括共同基金、海外債券、海外ETF及黃金存摺等，

依 貴校教職員金融需求規劃具差異化之專屬投資建議與理財服務。 



                                                                                     至 2023.06.30 

3.信託服務 

提供全方位信託服務，透過資產妥適運用，達到資產保全、合法移轉與專款專用之規

劃效果。 

4.加值服務 

(1) 金融理財講座：依 貴校需求，不定期於 貴校舉辦金融理財、稅務或複合式講

座，由玉山銀行專業顧問團隊講授金融市場趨勢、投資理財訊息等議題，協助 

貴校教職員建立正確理財觀念、增長財富管理知識。 

(2) 稅務諮詢：依 貴校教職員需求，提供專業團隊約訪，進行稅務諮詢等金融理財

服務。  

 

 

【警語】 

傳統型保險警語： 

保險商品由各保險公司提供，玉山銀行僅係推介招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單條款及產品說明書等

文件，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

基金保障，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保險商品之投資

報酬及給付金額。若遇遺產稅額之計算，仍須依賦稅機關按個案實質認定原則為準。因外幣收付之非

投資型人身保險持有期間長，匯率風險及該幣別所屬國家之政治、經濟變動風險較高。因此，投保前

請要保人審慎衡量。保險公司保留核保及最終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投資型保險警語： 

保險商品由各保險公司提供，玉山銀行僅係推介招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

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玉山銀行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單條

款及產品說明書等文件。商品可能風險有中途贖回風險、匯率風險、信用風險、一般市場風險、法律

風險及投資風險等。當可能風險發生時，並不保證投資本金及最低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投資本

金，要保人於投保前應審慎評估。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

保障。此外，本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額不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稅法相關規

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保險商品之投資報酬及給付金額。若遇遺產稅額之計算，仍須依賦稅機關按個案

實質認定原則為準。 

若投資標的，係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全權委託帳戶，其有關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

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支出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保險公司保

留核保及最終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財產保險警語： 

保險商品由各保險公司提供，玉山銀行僅係推介招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保單條款及產品說明書等

文件，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若

遇遺產稅額之計算，仍須依賦稅機關按個案實質認定原則為準。保險公司保留核保及最終承保與否之

一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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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投資警語： 

各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行及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

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行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各基金之盈虧，亦不

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投資基金所應承擔之相關風險及應負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等)已揭露於基金公開說明書或投資人須

知中，投資人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境外基金資訊觀測站查閱。基金並非存款，基金投資非屬存款保

險承保範圍投資人需自負盈虧。基金投資具投資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本金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

大損失為全部信託本金。投資人應依其自行判斷進行投資。 

  

定期定額投資警語：  

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 

 

海外ETF/股票投資警語： 

海外ETF/股票投資不表示絕無風險，過往之績效不代表未來之績效表現，亦不保證最低投資收益；海

外ETF/股票投資具投資風險，此一風險可能使本金發生虧損，其中可能之最大損失為全部信託本金及

利息；海外ETF/股票並非存款，非屬存款保險承保範圍投資人需自負盈虧；投資人投資前，應先詳閱

公開說明書；滬(深)股標的僅限專業投資人申購。網路銀行受理委託時間依本行網站公告為準，惟實

際交易時間依各委託市場交易所之規範為準，嗣後如有調整，將於本行網站公告。 

 

海外債券投資警語： 

投資一定有風險，最大可能損失為全部本金，請依您的風險承受等級審慎評估，始進行投資。  

本行所提供合作機構資訊可能是取得多種已刊載或非刊載且被相信是可靠的來源，本行就其正確性或

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證，或就因使用本文件所產生的直接、間接之損失負擔任何責任。 

債券內容涉及新興市場之部分，其波動性與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亦可能低

於已開發國家，購買前請謹慎評估。政府持股公司債亦可能有違約之風險。債券評等時有異動，請參

照公開資訊或洽本行專人。完整產品條款應以產品說明書為準。所有投資產品非中央存款保險理賠項

目，亦不受銀行保證，可能會損及本金。 

 

信託警語： 

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妥善處理信託契約之信託事務，信託財產

之管理運用方法為受託人單獨管理運用，委託人保留信託財產之運用決定權，受託人無運用決定權，

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及委託人與受託人

約定之運用範圍或方法管理及運用信託財產；信託財產之管理運用並非絕無風險，受託人除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外，不負責信託財產投資之盈虧，以往之經理績效亦不保證信託投資之本

金及最低收益；委託人、受益人已瞭解信託契約信託財產若運用銀行存款以外之標的者，則非屬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保障之項目範圍。 

 

稅務警語： 

本行基於服務，提供相關稅務資訊彙整，惟相關資料僅供參考，本頁僅搭配專人解說使用，稅務規劃

與決策仍請顧客視自身實際需求審慎判斷為準，請勿以本資料作為判斷之唯一依據或佐證；一切稅制

規定仍應以中華民國最新財稅法令為依據。 

 

http://mops.twse.com.tw/mops/web/index
http://announce.fundclear.com.tw/MOPSFund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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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共通警語： 

金融產品以往績效不代表未來的投資表現，且須基於您獨立之判斷而選定投資標的。於本行投資所產

生之資本利得、孳息等悉數歸您享有，其投資風險、費用及稅負亦悉由您負擔。本行不負責投資理財

產品之盈虧，亦不保證投資理財產品之本金或其收益。您申購特定理財產品之款項，並非存款，亦非

屬存款保險之保障範圍。欲了解詳細內容，請洽玉山理財專員。 

 全方位金融服務_貸款優惠 

1. 房屋貸款【活動期間至 2023/02/20止】 

玉山銀行擁有市場上最多元房貸產品，榮獲新加坡 The Asian Banker 雜誌評選為亞洲

區最佳房貸銀行。 

•貸款利率(依玉山銀行定儲指數機動利率 1.35%加碼)：  

對象 活動內容 

教師 1.81%起 

•貸款費用：1,500元。 

※本專案活動期間自2023/01/01-2023/06/30。 
※適用對象：國立台灣大學之教師，其保證人符合上述之身分，亦可適用。 
※本行其他特殊優惠方案，不適用本優惠活動。 
※房屋貸款總費用年百分率試算：總費用年百分率：1.82%~2.96%起。貸款金額：200萬元。貸款期間：20年。貸款利率：
1.81%~2.95%起。各項相關費用總金額：1,500元。 
註：(1)本建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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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貸款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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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3) 本總
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2022年11月21日，請詳閱本行官網定儲利率指數說明。(4)承作不動產抵押貸款，須依「中
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相關規範辦理。(5)承作房貸不動產抵押貸款，不動產應留意不得為本
行不宜承作與避免受理擔保品(6)玉山銀行保有徵提文件、專案內容變更及核貸與否之權利。(7)玉山銀行未與任何代辦
或行銷公司合作辦理貸款事宜，敬請留意，以免損害自身權益。(8)每一顧客實際授信條件仍以其個別貸款產品及信用條
件而有所不同。 

2.信用貸款【活動期間至 2023/02/20止】 

•貸款利率(依玉山銀行定儲指數機動利率 1.35%加碼)： 

對象 優惠條件 

教師 一段式利率1.86%起機動計息 

職員 一段式利率2.58%起 

•貸款費用：1,000元。 

•貸款額度：最高 300萬元。 

※本專案活動期間自2022/11/30-2023/02/20。 

※適用對象：國立臺灣大學聘僱之專任教師(助理教授級以上)及一般職員。 

※信用貸款總費用年百分率試算：貸款金額30萬元，貸款期間5年，貸款年利率：1.86%~14.88%，貸款費用1,000元，貸

款總費用年百分率約1.99%~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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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建議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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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貸款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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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所不同。(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貸款利率。(3)本總

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係依據活動專案適用起日之本行定儲利率指數調整日期訂定之，請詳閱本行官網定儲利率指

數說明。(4)玉山銀行保有徵提文件、專案內容變更及核貸與否之權利。(5)玉山銀行未與任何代辦或行銷公司合作辦理

貸款事宜，敬請留意，以免損害自身權益。 

 全方位金融服務_信用卡優惠 

1、 玉山世界卡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校長、教授、各學院院長、系所所長及各處室主管。 

(2) 年費優惠：首年免年費，次年年度消費達 50萬元或新增理財(基金、黃金存摺、

外幣結購、保險等)即享次年免年費。(詳洽理財服務專員)。玉山台大分行另

針對台灣大學助理教授或助理教授以上之教授提供專屬免年費方案，歡迎來電

分行洽詢。 

(3) 黃金種子計畫：玉山銀行與玉山志工基金會共同發起「玉山黃金種子計畫」，

每個月相對提撥國內一般刷卡消費金額的千分之三，為偏鄉地區孩童們盡一份

心力。 

(4) 即日起至 2023/1/31公益行動計畫：持玉山世界卡於敦煌書局購買「指定公益

繪本套組」，玉山銀行/敦煌書局將捐贈相對數量英文繪本給孩童。 

活動網頁：https://www.readingmeans2022.caves.com.tw/ 

(5) 優惠內容： 

 新戶首刷禮 5%現金回饋： 

新戶或財富管理會員首次申辦玉山世界卡正卡，核卡後 45 天內享國內一般消

費 5%現金回饋（需有本行帳戶自扣及綁定玉山 Wallet，回饋上限 3,000元）。 

※新戶定義：核卡日前 6 個月內未持有本行任一張流通正卡卡片（含認同卡、聯名卡），其

餘則視為舊戶。 

※一般消費不含保險消費、台灣高鐵、特斯拉、捷安特、指定生機食品商店(里仁、聖德科

斯、棉花田、Mia C’bon) 

※活動時間: 2023/1/1-6/30 

 

 舊戶首刷禮滿 5萬贈 800元刷卡金： 

首次申辦世界卡正卡(舊戶或非財富管理會員)，核卡後 45 天內國內一般消費

累積滿 50,000元贈 800元刷卡金(回饋上限 800元)。 

※若財富管理會員則適用「新戶、財富管理會員首刷禮」，無同享舊戶首刷禮。 

※一般消費不含保險消費、指定綠色交通(台灣高鐵、特斯拉、捷安特)、指定生機食品商店

(里仁、聖德科斯、棉花田、Mia C’bon)。 

※活動時間: 2023/1/1-6/30 

 

https://www.readingmeans2022.cav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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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榮滿額禮： 

活動期間登錄且刷玉山世界卡國內一般消費累積滿 66 萬元(含)贈【萬寶龍經

典鋼筆】1支。(歸戶最多回饋 1支) 

※一般消費不含保險消費、其他一般消費。 

※活動時間: 2023/1/1-3/31 

 國外消費最高享 3%現金回饋： 

登錄並以玉山世界卡於國外消費(含實體商店、網路購物)，財富管理會員最高

享 3%現金回饋(含原卡片 1%回饋+加碼 2%回饋)，當期帳單直接折抵。 

世界卡/無限卡 財富管理會員 

國外消費 新富、非會員 登峰、菁英 私銀、極致 

基本回饋 
1%現金回饋 

(無上限) 

加碼回饋 
1% 

(每期上限 5,000 元) 

1.5% 

(每期上限 7,500 元) 

2%  

(每期上限 10,000元) 

活動合計回饋 2% 2.5% 3% 

       ※財富管理會員以關帳時正卡人之會員等級認定，財富管理會員包含本行私銀、極致、登峰、 

  菁英、新富理財會員。 

※國外消費現金回饋皆含原 1%現金回饋。 

※活動時間: 2023/1/1-12/31 

 指定綠色消費最高 3%回饋： 

登錄並以玉山世界卡於台灣高鐵、特斯拉、捷安特、指定生機食品商店(里仁、

聖德科斯、棉花田、Mia C’bon)消費，本行財富管理會員最高享 3%現金回饋，

當期帳單直接折抵。 

世界卡/無限卡 財富管理會員 

指定綠色消費 新富、非會員 登峰、菁英 私銀、極致 

現金回饋 2% 2.5% 3% 

回饋上限 每期上限 400元 每期上限 500 元 每期上限 600元 

※【台灣高鐵】回饋包含於高鐵官網/官方 APP/臨櫃購票(含高鐵定期票)/高鐵自動售票機。 

※【特斯拉、捷安特】回饋包含於特斯拉、捷安特之實體門市及官方網站消費始享回饋。 

※【指定生機食品商店】回饋包含於里仁、聖德科斯、棉花田、Mia C’bon 之實體門市及

官方網站消費始享回饋。 

※參加本專屬活動不再享有原信用卡之紅利點數、現金回饋…等基本回饋。 

※活動時間: 2023/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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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卡專屬生日禮： 

 

※

紅

利

點

數

加

倍

回饋皆包含原來的 1倍(25元 1點)，原來的 1倍回饋無上限，加倍點數回饋上限皆為 10,000

點，正附卡合併計算。 

※活動時間: 2023/1/1-12/31 

 世界卡獨家旅遊保險保障 

以世界卡全額支付公共運輸工具票價，並於行程開始前至以下指定網址完成旅遊保險登記

流程，即可享有以下保障： 

 醫療費用 (傷害與疾病) 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319 萬元 

 緊急醫療運送費用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319 萬元 

 住院津貼每日新臺幣 3,190 元 (至多 15 天) 

 海外新冠診斷檢疫津貼每日新臺幣 3,190 元 (至多 14 天)(註：此指持卡人在海外確診新冠

肺炎必須強制隔離，補助其與隔離直接相關的合理且必要的住宿費用、膳食或其他費用) 

※持卡人之配偶與子女亦能同享上述保障之 50% 限額補償。 

 

※承保範圍為註冊之日起 12 個月內開始，以符合資格之世界卡全額支付公共運輸工具票價

的行程，保險有效期最長為 180 天；單程旅行保險則在被保險人到達其居住國以外的最終目

的地 7 天後終止。詳細內容及除外不保事項等，以保險條款為準。 

 

※指定網址：https://tw.mycardbenefits.com/Home?cd=zh-tw 

  萬事達卡活動網頁：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benefitsDetail/%E6%97%85%E9%81%8A%E4%BF%9D%E

9%9A%AA%E4%BF%9D%E9%9A%9C?Oid=202208030001&issuerId=&productId 

 

※活動期間：2022/9/1~2023/8/31 

 VBO玉約饗樂－精選飯店餐飲及住宿優惠： 

近一期帳單一般消費達檻，結帳後享線上登錄預約 VBO 玉約饗樂服務，優惠如下。 

＊私銀、極致新增一般消費任 1筆不限金額，享「餐廳平日午晚餐 2人同行 1人免費」或「飯

店平日住宿優惠」或「高爾夫球優惠」或「通關禮遇」四擇一 

＊登峰、菁英新增一般消費達 5千元，享「餐廳平日午晚餐 2人同行 1人免費」或「飯店平

日住宿優惠」或「高爾夫球優惠」 三擇一 

適用卡別 玉山世界卡(含醫師世界卡、會計師世界卡) 

財富會員 非會員 新富 菁英 登峰 極致 私銀 

生日禮 

玉山世界卡正卡人生日當月，國內一般消費，享紅利點數加倍回饋 

紅利 3 倍(含原 1倍) 
※加倍回饋上限 1萬點 

紅利 5 倍(含原 1倍) 
※加倍回饋上限 1萬點 

紅利 7 倍(含原 1倍) 
※加倍回饋上限 1萬點 

https://tw.mycardbenefits.com/Home?cd=zh-tw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benefitsDetail/%E6%97%85%E9%81%8A%E4%BF%9D%E9%9A%AA%E4%BF%9D%E9%9A%9C?Oid=202208030001&issuerId=&productId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benefitsDetail/%E6%97%85%E9%81%8A%E4%BF%9D%E9%9A%AA%E4%BF%9D%E9%9A%9C?Oid=202208030001&issuerId=&produ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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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非會員新增一般消費達 1萬元，享「餐廳平日午晚餐 2人同行 1人免費」或「飯店

平日住宿優惠」 二擇一 

※正、附卡新增一般消費採分開計算，同一人如持有多張正卡且皆符合活動資格， 

  每帳務月可預約優惠次數上限共乙次。 

※活動時間: 2023/1/1-12/31 

 紅利點數可兌換哩程、數位精品、時尚休閒等多項精選好禮 

 高鐵享尊榮升等優惠 

 海外旅遊平安險 

 機場接送服務 

 龍騰卡機場貴賓室 

 機場外圍及市區停車 

2、 玉山 U Bear信用卡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教職員為主。 

(2) 年費優惠辦法：玉山 U Bear信用卡正卡 3,000元/卡(首年免年費)，附卡免年

費；使用帳單 e化期間享免年費優惠；每年有消費，年年免年費。 

(3) 優惠內容：【活動期間至 2023/2/28止】 

 國內外一般消費享 1%現金回饋，每期回饋金額無上限 

※ 指定娛樂/影音平台不列入一般消費回饋計算。 

※分期交易以該筆總金額計算回饋。 

 指定網路消費享 3%現金回饋(含基本回饋 1%+網購加碼 2%)，每期回饋上限

200元 

※加碼 2%之回饋需綁定 e化帳單 (Email電子帳單/簡訊帳單)。 

※指定網路消費包含國內外線上消費、行動支付與手機 APP綁定信用卡付款 

 指定娛樂/影音平台消費享 13%現金回饋，每期回饋上限 200元 

※指定娛樂/影音平台包含 Disney+、Nintendo、PlayStation、Netflix、Spotify。 

3、 玉山 Only卡【活動期間至 2023/6/30】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教職員為主。 

(2) 年費優惠辦法： 

首年免年費，附卡免年費。次年免年費門檻(符合其中一項即可)(1)使用帳單 e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credit-card/tools/apply/electronicbill?tabid=tab04&ven=credit-card&type=e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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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玉山帳戶自動扣繳信用卡款期間享免年費優惠。(2)正附卡合併年度消費滿 

15 萬元(含)以上；或年度消費滿 12次。 

(3) 優惠內容： 

  首刷禮 

首次申辦玉山 Only卡正卡且於核卡後 45天內一般消費單筆滿 999元，新戶

贈玉山信用卡紅利點數 3,000點、舊戶贈 1,000點。(正附卡合併計算，每

歸戶限回饋 1次) 

※新戶定義為核卡日前六個月內未持有玉山銀行任一張流通正卡卡片(含認同卡、聯名卡)，其餘

則視為舊戶。 

※紅利點數每 1,000點可折抵帳單金額 100元 

 好友推薦禮 

玉山 Only卡正卡持卡人成功推薦一名新戶申辦玉山 Only卡正卡，且被推薦

人於核卡後 45天內有一般消費任一筆，推薦人及被推薦人各贈紅利點數

2,000點。 

※推薦人資格：已持玉山 Only正卡之持卡人，且推薦人核卡日須早於被推薦人收件日始符合資

格。 

 指定通路加贈 5倍紅利點數 

刷卡消費每 25元可累積 1點紅利點數，國外消費、餐飲、指定飯店、指定

旅行社、指定旅遊平台、指定廉航加贈 5倍紅利點數(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

限 2萬點)。 

※國外消費指註冊地在國外之特店，或是被收取「國外交易服務費」之交易，包含國外實體商店

或國外購物網站，不包含投資交易及匯兌平台 (如 eToro、MCO、Wise等)及旅行支票。 

※餐飲消費之認定依該消費商店登記之商店行業別代碼為基準(MCC code為 5811、5812、5813、

5814)，不包含百貨公司、飯店、酒店、旅館、賣場內設立之餐廳、美食街、速食店、KTV、夜總

會等商店類別。 

※指定飯店、旅行社、旅遊平台、廉航列表，請詳見本行信用卡網站：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credit-card/intro/bank-card/only-c

ard。 

 雙鐵最高回饋 10% 

登錄且每季於高鐵、台鐵累積消費滿 5,000元，贈紅利點數 5,000點。 

※無登錄名額限制 

※每季每歸戶回饋上限 5,000點(折抵帳單 500元，等同 10%回饋) 

 Uber Eats 購餐贈紅利點數 

刷玉山 Only卡於 Uber Eats每月購餐滿 5次且每筆金額 100元(含)以上贈

紅利點數 1,200點(歸戶每月回饋上限 1200點)。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credit-card/intro/bank-card/only-card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personal/credit-card/intro/bank-card/only-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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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餐金額需滿 100元(含)以上 

 電子票證自由選，可選擇附加悠遊卡或一卡通功能。 

4、 玉山 Pi 拍錢包信用卡【活動期間至 2023/2/28】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教職員為主。 

(2) 年費優惠辦法：玉山 Pi 拍錢包信用卡正卡 3,000元/卡(首年免年費)，附卡免

年費；每年有消費，年年免年費。 

(3) 優惠內容： 

 國內一般消費 1% P幣回饋無上限 

 保險消費最高享 2% P幣回饋 

＊保費消費加碼 1% P幣，回饋上限為每月每一卡人 300 P幣 (累積消費金額達 3萬元，將達回

饋上限) 

  海外一般消費最高享 3% P幣回饋 

＊綁定 Pi 拍錢包消費加碼 3% P幣，回饋上限為每月每一卡人 300 P幣 (累積消費金額達 1萬元，

將達回饋上限) 

 綁定並使用 Pi 拍錢包 APP於合作通路消費最高享 4% P幣回饋 

＊綁定 Pi 拍錢包消費加碼 3% P幣，回饋上限為每月每一卡人 300 P幣 (累積消費金額達 1萬元， 

將達回饋上限) 

 綁定並使用 Pi 拍錢包 APP於指定通路消費最高享 5% P幣回饋 

＊上述各項 P幣回饋活動需綁定 e 化帳單(電子信箱/行動簡訊帳單)。 

＊Pi 拍錢包合作通路：詳見 Pi 拍錢包官網。 

＊Pi 拍錢包指定通路：台灣大車隊、PChome旅遊、MiTCH 時尚選貨電商、露天拍賣精選賣家 (精

選賣家資格請依露天拍賣官網公告為主，若為精選賣家始符合活動資格)。 

5、 玉山雙幣信用卡【活動期間至 2023/6/30止】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教職員為主(需開立本行臺外幣帳戶)。 

(2) 年費優惠：首年免年費；正卡 3,000元/卡，附卡免年費。次年免年費門檻(符

合其中一項即可)。(1)正附卡合併年度消費滿新臺幣 15萬元(含)以上(臺幣及

外幣刷卡金額合併計算)。(2)正卡申請人前一年度任一月底於本行往來之外幣

資產餘額達等值新臺幣 15萬元以上。(外幣資產餘額為外幣活存及定存帳戶餘

額加計外匯帳戶扣款之基金庫存餘額)。 

(3) 優惠內容： 



                                                                                     至 2023.06.30 

 新戶刷卡滿額贈外幣 

新戶(近 6個月內未持任一玉山銀行信用卡正卡)首次申辦玉山雙幣信用卡且

核卡 45天內，新增國內外一般消費達新臺幣 5萬元(含)以上，回饋該雙幣

卡約定外幣至外幣帳戶。(1)美元 15元 (2)歐元 15元 (3)日圓 2,000元(依

各幣別雙幣卡消費分開計算，歸戶限回饋乙次)。 

 國外消費免收 1.5%國外交易服務費 

           ＊含商店收單行為外國銀行之國內交易。 

           ＊於國外消費不回饋紅利點數及現金回饋。 

 國內消費享最高 0.6%現金回饋 

  ＊不含商店收單行為外國銀行之交易以及國外刷卡以新臺幣交易後以指定外幣結付。 

           ＊每月回饋金額無上限，不另累計紅利點數。 

 海外旅遊平安險 

 龍騰卡機場貴賓室 

 機場外圍停車 

 汽車道路救援 

6、 玉山數位 e卡【活動期間至 2023/03/31止】 

(1) 邀請對象：以 貴校教職員為主。 

(2) 年費優惠：玉山數位 e卡正卡 900元/卡 (首年免年費)，附卡免年費；使用帳

單 e化享免年費優惠；每年有消費，年年免年費。 

(3) 優惠內容： 

 

版本 
輕時尚版 寵生活版 

卡片 數位卡(無實體卡) 

電票 無電票 

① 基本回饋 國內外一般消費享 0.5%現金回饋無上限 

② 新戶加碼 新戶綁定 Apple Pay、Google Pay或玉山 Wallet 之一般消費最高享 2%現金回饋 

③ 綠色消費 指定綠色消費最高享 10%現金回饋 

  
④  輕時尚版專屬優惠： 

指定百貨/美妝通路最高 3%現金回饋 

⑤  寵生活版專屬優惠： 

指定咖啡/寵物/居家通路最高 5%現金回饋 

備註說明 
1. 新戶加碼、綠色消費、專屬優惠加碼回饋需綁定 e化帳單(電子/行動帳單) 

2. 同一顧客可重複申辦輕時尚版、寵生活版不同版本之卡片 



                                                                                     至 2023.06.30 

 指定綠色消費包含： 

1. 網路消費：格上 Go Smart(2022/12/1 起新增)、Youbike2.0、GoShare、WeMo、Gogoro 電池資費、

特斯拉、歐萊德、iRent。 

2. 網路消費+實體消費：里仁、棉花田、聖德科斯、主婦聯盟。 

3. 實體消費：捷安特。 

 指定百貨/美妝通路包含： 

1. 指定百貨 App 消費：skm Pay、101 Pay、GM Pay、Breeze Pay、Q Pay、eslite Pay、HG Pay。 

2. 指定美妝消費：唐吉軻德、松本清、Tomod’s、日藥本舖、屈臣氏(含線上購物)、寶雅(含線上

購物、寶雅 Pay)、康是美(含線上購物)。 

 指定咖啡/寵物/居家通路包含： 

1. 指定咖啡消費：cama(含官網線上購物、cama pay)、路易莎、星巴克(含線上儲值)。 

2. 指定寵物消費：東森寵物雲(含線上購物)、魚中魚、寵物公園。 

3. 指定居家消費：IKEA(含線上購物)、特力屋、HOLA、迪卡儂(含線上購物)、全盈+P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