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旅遊卡」
國民旅遊卡」各項優惠及回饋方案一覽表
卡別

國民旅遊卡 109 年~111 年

項目

公務人員
■核發附加「悠遊卡
悠遊卡」或「一卡通
一卡通」之「VISA
VISA 悠遊御璽卡」
「VISA
VISA 一卡通御璽卡」
悠遊卡
一卡通
悠遊御璽卡 、
一卡通御璽卡
或「JCB
JCB 悠遊晶緻卡」
悠遊晶緻卡
■附加「悠遊卡」或「一卡通」電子票證，可搭乘北高桃捷運、公車/客運、高鐵、
渡輪、台鐵、Youbike 等，亦可使用於 7-Eleven/全家/萊爾富/OK 超商、全聯福

發行卡種

利中心、星巴克、85 度 C、COMEBUY、清心福全、50 嵐、爭鮮、八方雲集、四海
遊龍、大食代、Yamazaki 麵包、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SUBWAY、頂呱呱等，
百貨公司美食街如中友百貨、遠東 SOGO、新光三越、CITILINK、微風廣場、環
球購物中心、遠東巨城、誠品等，加油站如全國、中油等，停車場及萬餘家特店
進行小額支付，免帶現金，餘額不足可自動加值 500 元(或其倍數)，免手續費，
好便利。

年費

免年費
■高額卡片現金回饋‧
高額卡片現金回饋‧最高享 5%
1.新增一般消費不限國內外皆可享有
1.新增一般消費不限國內外皆可享有 1.1%現金回饋
1.1%現金回饋
●不限請領補助費，新增消費皆享回饋
●回饋無上限
●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附卡同享正卡優惠。(附卡人需年滿 15 歲且為正卡之配偶、父母、子女、兄弟
姊妹或配偶父母)

現金及

(新增消費定義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公告為準)

紅利積點
回饋

聯邦獨家
2.指定量販行動支付享
2.指定量販行動支付享 5%
以行動支付綁定國民旅遊卡至指定量販消費享 5%現金回饋
5%現金回饋。
現金回饋。(含原始卡片回饋，
每年最高可回饋 1,200 元)
●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當月直接回饋至持卡人帳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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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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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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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注意事項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公告為準)
聯邦獨家
■申請電子帳單/
申請電子帳單/行動帳單回饋 100 元刷卡金。(從未申辦者適用)
元刷卡金
卡友刷卡支付 80%以上團費或全額機票，可免費享有下列保險：
●旅行平安險
旅行平安險
最高新臺幣 3,000 萬元旅遊平安險
萬元
聯邦獨家
●海外全程意外險
海外全程意外險
最高新臺幣 1,000 萬元海外全程意外險
萬元
●海外全程意外傷害醫療險
海外全程意外傷害醫療險(
海外全程意外傷害醫療險(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最高新臺幣 100 萬元傷害醫療險
萬元
●旅遊不便險
旅遊不便險(
旅遊不便險(實支實付)
實支實付)
保障項目
班機延誤

保險條件

(4 小時以上)
行李延誤
(6 小時~120 小時)
行李遺失
(24 小時~120 小時)
劫機險
旅行文件重置
行程縮短

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
最高 1 萬元(與家屬合計最高 2 萬元)
最高 1 萬元(與家屬合計最高 2 萬元)
最高 3 萬元(與家屬合計最高 6 萬元)
於遭遇劫機期間，每日支付新臺幣 5,000
元整以為補償，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最高 5,000 元(與家屬合計最高 1 萬元)
最高 3 萬元(與家屬合計最高 6 萬元)

●高額購物保障保險
高額購物保障保險
卡友使用國旅卡於國內外消費購買禮品，如有被竊或毀損，賠償責任限額以扣除自
負額(損失金額之 10%，但不得低於 1,000 元)後之金額為限，每件物品最高不超過
新臺幣 10 萬元，每次事故提供最高 30 萬元購物保障保險。
(上述權益詳細內容請詳見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

循環利息
逾期違約
金處理

差別化利率 5%-15%
(年息計算)
免收遲延繳款違約金，每年
每年 3 次
免收
免收掛失費

失卡處理

(不限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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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道路救援
不限刷卡消費金額
公里免費道路救援服務，不限次數
不限次數。
不限刷卡消費金額，50
消費金額
不限次數
(免事先登錄)
免事先登錄)
●拖吊：
車輛發生故障或事故致無法行駛時，自故障地點起算享全省 50 公里免費。
〈拖

道路救援
服務

吊目的地需為保養廠/鎖店/輪胎行/電機行/加油站等與汽車修復有關之場所〉
●24 小時免費緊急修護：
A.接電啟動服務
B.更換備胎服務
C.代送汽油、冷卻水服務
*同一天內就同一車輛各種項目以免費一次為限。
(上述權益詳細內容請詳見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
■機場接或送服務
年度內持卡消費達
達 10 萬元以上可享 1 次機場接或送服務；達
20 萬元以上可享 2
次機場接或送服務
次機場接或送服務(每年最多使用
每年最多使用 4 次)

※合約首年免費提供一次國際機場接或送服務(使用前需刷卡支付當
次 80%以上團費或全額機票)
聯邦獨家
全區接送：(花蓮縣、台東縣不提供)
彰化(含)以北<->桃園機場
雲林(含)以南<->小港機場

機場與

北北基桃<->松山機場或桃園機場

停車優惠

中彰投<->清泉崗機場或桃園機場
■全球機場貴賓室免費使用
來電免費申請新貴通卡(Priority Pass)年度最高可使用 4 次(使用前需刷卡支付當
次團費或機票)
■免費機場外圍停車
不限次數，
不限次數，每次可使用最多 10 天。
使用前需刷卡支付當次團費或機票，即可免費使用桃園機場、清泉崗機場或小港機
場外圍停車場停車服務。
(上述權益詳細內容請詳見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

■首刷禮：
首刷禮：新戶核卡後 3 個月內新增一般消費不限金額，
個月內新增一般消費不限金額，即享 20 吋「時
尚登機箱」
尚登機箱」乙個。
乙個。
首刷禮

(贈品以實物為準，領取贈品後若有遺失或被竊，恕無法給予任何證明或補償；如遇贈品
缺貨、斷貨，本行將以其它等值登機箱替代，持卡人不得要求更換贈品或折換現金，贈品不
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並以實物為準，不得挑選樣式與顏色；贈品一經拆封使用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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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產品本身瑕疵，恕無法辦理退換貨；如未收到贈品需於活動結束後 2 個月內反應，逾期
恕無法受理。)

(本行升級提供
本行升級提供首刷禮為
升級提供首刷禮為 20 吋「時尚登機箱」
時尚登機箱」，倘同仁需調整首刷禮
為「300 元現金回饋」
元現金回饋」，可於
，可於 109 年 1 月 31 日前由單位人事造冊並提
供本行調整之。
供本行調整之。)
■雄獅旅行社優惠訂房
北區：陽明山天籟渡假飯店、桔子商旅林森店、竹湖暐順麗緻文旅、台北凱撒大飯店。
中區：新幹線花園酒店、璞樹文旅、黎客商旅、拓程商旅、米樂旅店、台中 1969 藍天。
南區：雲林劍湖山王子飯店、承億文旅嘉義商旅、台南老爺行旅、華泰瑞苑、福容
墾丁飯店、福容高雄飯店、高雄福華飯店、高雄晶英酒店。
東區：捷絲旅-礁溪館、晶泉丰旅、承億文旅 花蓮山知道、美侖大飯店、知本金聯
世紀酒店。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訂房網站優惠

提供住宿
優惠

AGODA、Hotels.com、Expedia、Booking.com、Airbnb、KKday、Klook、Funnow 等
訂房網站折扣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其餘多元住宿優惠
沃田旅店、水世界渡假村、墾丁悠活渡假村…等住宿優惠折扣。另依時令及話題精
選全國各地知名休閒渡假及泡湯頂級飯店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國際組織提供之年度優惠
VISA 與 JCB 國際組織皆為御璽卡及晶緻卡提供多項住宿禮遇，種類繁多，可至 VISA
及 JCB 國際組織官網查詢。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聯邦獨家
■租車享 3 折超級優惠
1.「聯邦租車」享 2 日內 3 折。(依車型不同,原價介於 2,400 元~ 5,000 元之間)，
採網路預約，每年每人優惠 1 次。

提供旅遊
優惠

2.另享平假日
平假日 5 折優惠折扣，不限次數。
(農曆春節期間除外)
(活動注意事項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及聯邦租車網站公告為準)
聯邦獨家
■高鐵商務車廂免費升等
前月一般新增消費累積滿 6 萬元(含)以上，享免費升等車票 2 張。(每戶每月可升等 2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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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聯邦獨家
■台北車站聯邦專屬貴賓室
持國民旅遊卡購台鐵、高鐵車票刷卡滿 100 元，即可免費至台北車站 B1 專屬貴賓室乙次。
(活動注意事項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公告為準)
聯邦獨家
■台北車站餐飲及伴手禮指定櫃位
台北車站餐飲及伴手禮指定櫃位 10%優惠
10%優惠
持國民旅遊卡至台北車站指定櫃位消費享最高 10%優惠。
(折扣優惠活動，以現場公告為準)
聯邦獨家
■指定影城購票享 30%優惠折扣
30%優惠折扣
活動期間：10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活動內容：前月新增一般消費滿
前月新增一般消費滿 399 元(含)以上，
以上，當月即可透過樂活網預購指定影
城票券享 30%折扣
2 張，每日限量 100 張。
30%折扣，每卡每月可購
折扣
指定影城：新光影城(台北/台中/台南)、IN89 豪華影城(台北/桃園/台中/高雄/澎
湖)、喜滿客影城(台北/高雄)、喜樂時代(南港/永和)、台北總督、秀
泰影城(基隆/嘉義/花蓮/台東)
(活動注意事項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公告為準)
聯邦獨家
■指定餐廳平日午晚餐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活動期間：10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活動內容：前月新增一般消費滿
前月新增一般消費滿 888 元(含)以上，
以上，當月即可透過專線預約「
當月即可透過專線預約「平日午
晚餐兩人同行一人免費」
20 組且每卡每日可使用 1 次，
晚餐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每日限量
優惠
活動期間每持卡人最多限使用 3 次。
指定餐廳：國賓飯店(台北/新竹/高雄)、漢來美食(天母/桃園/台中/台南/高雄)、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台中大毅老爺行旅、台南大億麗緻酒店等。
(活動注意事項以聯邦銀行信用卡網站公告為準)
■與知名旅行社合作規劃相關國民旅遊卡優惠行程及免息分期活動
如東南、雄獅、可樂、鳳凰、山富、五福、百威、良友、燦星旅行社等規劃。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餐廳精選
凱撒飯店(台北/板橋)、台北國賓飯店、新竹國賓飯店、高雄國賓飯店、漢來美食(天
母/桃園/台南/高雄)、台中林酒店、台中裕元花園酒店、台中大毅老爺行旅、台南
大億麗緻酒店、王品牛排、hot7 新鐵板料理、原燒、莆田中餐廳、台北喜來登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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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台北老爺酒店、寒舍艾美酒店、高雄麗尊飯店等不定期提供優惠內容。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加油降價優惠
全國、福懋、山隆汽油降價優惠，讓國旅卡卡友出外開車旅遊盡享加油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在地之美‧
在地之美‧美麗出遊
不定期推出地方旅遊優惠，並與地方優質飯店配合提供好玩好看行程。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國際組織提供之年度優惠
VISA 與 JCB 國際組織皆為御璽卡及晶緻卡提供多項優惠。
●VISA：
健身俱樂部優惠(伊士邦健身俱樂部)、機場接送禮遇及國外 WIFI 分享器優惠等。
●JCB：
下午茶五星饗宴(台北喜來登飯店、台北老爺酒店、寒舍艾美酒店、台中林酒店、
高雄國賓飯店、高雄麗尊飯店等)及機場接送。
(因活動有時節性，詳細活動內容仍依各國際組織網站公告為準。)
■不定期規劃特約旅遊優惠
規劃國旅卡專屬優惠特店，告知卡友便宜及好玩的旅遊訊息。
聯邦獨家
■3 個月零利率最高 100 萬元個人小額信貸
最高 100 萬元，
萬元，僅酌收 500 元開辦費。
元開辦費。
合約期間本專案僅限申辦乙次。(本行保留准駁與否權利，實際額度應依主管機關
規定，申請人加計本次核貸金額於全體金融機構之「無擔保借款」總金額不得逾月
收入 22 倍)
(本行保留准駁與否權利)

其他優惠
及回饋

■200 萬元高額小額信貸
前半年固定利率 1.88%，第 7 期起 2.88%~3.98%。浮動計息，手續費 5,000 元。
(本行保留准駁與否權利)
聯邦獨家
■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專案
存款牌告利率約為同業一般活儲存款利率之
約為同業一般活儲存款利率之 3 倍(目前利率為 0.45%)。按月付息。
0.45%)
每月跨行提款及轉帳各 5 次免手續費優惠。
(實際利率以本行營業廳掛牌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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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收 ATM 轉帳手續費
免收繳納信用卡款轉帳手續費(含全國繳費網)，每月 3 次。
■消費訊息通知
●申請電子帳單，筆筆消費皆可以電子郵件通知。
●加入聯邦銀行 LINE 官方帳號，每筆交易均可即時收到 LINE 的消費推播訊息。
●單筆消費滿 1,000 元以上，即以簡訊通知卡友，讓冒用之風險降至最低。
■國民旅遊卡卡友專屬服務
●國民旅遊卡專屬服務小組，協助各單位人事處理補助費請領事宜之相關服務，若
持卡人有任何使用國民旅遊卡上之相關問題，專屬小組亦能馬上協助處理。同時
並建立專屬網頁及專屬信箱，讓卡友對於國民旅遊卡之相關優惠能第一手掌握。
●便利的申辦作業。
●聯邦行員親自前往機關協助辦卡收件及用卡諮詢服務。
●擁有最快速及最完整之製卡系統。
●國旅卡以代碼化(Tok
國旅卡以代碼化(Token
(Token)
en)行動支付所
行動支付所為之交易
為之交易，
交易，可完整於檢核系統呈現
完整於檢核系統呈現。
■購物享分期
購物享分期 0 利率
全台超過萬家分期特店，提供分期 0 利率商品或服務，如：
汽車類：北都汽車、國都汽車、南都汽車、桃苗汽車、匯豐汽車、車麗屋等。
電信類：中華電信、遠傳電信、亞太電信、台灣大哥大、台灣之星、神腦國際等。
百貨類：遠東百貨、大遠百、新光三越百貨、太平洋 SOGO 百貨、101、福華名品、
統一時代百貨、廣三 SOGO、大立百貨、大統百貨、美華泰、微風廣場、
美麗華百樂園、桃園統領、三商百貨、耐斯松屋、日曜天地、太平洋百
貨、漢神百貨、義大世界等。
3C 電器類：大同、燦坤 3C、三井資訊、茂訊電腦、順發 3C、全國電子、蔡家國際等。
旅行社類：東南旅行社、燦星旅遊、五福旅遊良友旅行社、東南旅行社等。
生活量販類：特力屋、家樂福、大潤發、高島生活館、長庚生技、麗嬰房、詩肯柚
木、統一生活、屈臣氏、康是美、愛買、GNC、丁丁藥局等。
網購類：YAHOO、PCHOME、東森購物、7-NET、MOMO、EZTABLE、GOMAJI、蝦皮拍賣、
ASAP、GOHAPPY、UDN、博客來、樂天、瘋狂賣客、17Life、FunNow 等。
其他：寶島鐘錶、小林鐘錶、天外天、安麗、ASO、BESO、G2000、太和工房、生
活工場、昇恆昌、床的世界、京華鑽石、得恩堂眼鏡、隆美窗簾、聖德科
斯、億進寢具、歐都納、歐舒丹、百事特等分期特店。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網路購物優惠
與 YAHOO、PCHOME、東森購物、7-NET、MOMO、EZTABLE、GOMAJI、蝦皮拍賣、ASAP、
GOHAPPY、UDN、博客來、樂天、瘋狂賣客、17Life、FunNow 等多家網路購物商城
7

推出滿額贈或紅利加倍送等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3C 家電優惠
與全國電子、燦坤 3C、順發 3C 量販等推出滿額贈或紅利加倍送等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生活用品
活用品優惠
與 B&Q 特力屋、B&Q HOLA、GNC、詩肯柚木、寶島眼鏡、百事特等推出滿額贈或產
品折扣等優惠。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百貨公
百貨公司刷卡滿額贈
刷卡滿額贈或滿額禮券
與新光三越、太平洋 SOGO 百貨、大統、大立、遠東百貨、大遠百、101、福華名品、
廣三 SOGO、美麗華百樂園、桃園統領、三商百貨、耐斯松屋、日曜天地、太平洋
百貨、義大世界、微風廣場等不定期舉辦滿額贈或刷卡禮。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刷卡繳學
刷卡繳學費服務
繳學費服務
與全臺 1,000 餘家學校配合繳學費服務及分期付款服務。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繳款簡易‧
簡易‧輕鬆省力
‧ 本行全臺各分行臨櫃繳款、自動轉帳扣繳、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款、本行現
金存款機繳款、本行網路銀行家轉帳繳款、本行電話語音轉帳繳款。
‧ 全台農會信用部、郵局及十餘家金融機構配合臨櫃繳款或自動轉帳扣繳。
‧ 自動櫃員機(ATM)跨行轉帳、郵局劃撥繳款、郵寄支票繳款、網路繳款 e-bill
全國繳費網、LINE Pay 一卡通。
‧ 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 便利商店繳款。
(依實際活動內容為準)
備註：
本行卡片及活動一般新增消費定義為一般刷卡消費及一般郵購項目，排除(包含但不限於)項目如下：
(1)信用卡年費、延滯息、掛失費及依「聯邦信用卡約定條款」約定之各項手續費。
(2)代扣各項事業費用或繳款、中華電信資費、學費、稅款、政府規費、交通罰款、車輛選／標號等交易。
(3)特定賑災捐款、基金申購、國外賭場取現交易、預借現金、專案型預借現金產品與餘額代償。
(4)一卡通及悠遊卡自動加值金。
(5)全聯福利中心之消費。
(6)便利超商(7-11、全家、萊爾富、OK 超商)各型態付款之消費。
(7)透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支付平台之特約商店消費。(如速食店、停車場等行業)
(8)各類繳費平台*（如ｉ繳費、我的 E 政府，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醫指付等）之交易。
(9)退款、爭議款，與其他手續費等非消費性帳款及特定行銷專案或其他經本行公告不回饋之項目。
(10)各類醫療費用(包含但不限於各繳費平台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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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E 政府平台交易如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交易如三軍總醫院、衛福部各縣市醫院，電子
化繳費稅處理平台交易如萬芳醫院、榮民總醫院、電信費、公益捐款，醫指付如長庚醫療體系、新光醫院、國泰醫
院，各類繳費平台本行未載明之醫療院所及繳費項目依各平台網頁公告為準。
* 因應新型態之多元支付，本行保留解釋一般新增消費定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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