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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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05月號MAY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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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即時通知，
享受個人專屬服務

•秒查個人資產總覽
•快捷登入基金申購
•搶先接獲優惠活動訊息

您的金融專屬秘書
立即加入 LINE個人化服務

依各百貨檔期 112/5/1-5/31 依各量販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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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優惠內容

https://line.me/R/ti/p/%40109rqces
https://line.me/R/ti/p/%40109rqces
https://reurl.cc/RvQ4pr


本月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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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

回饋 1

回饋 3

回饋 2

回饋 4

回饋 5

自112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以國稅局公告為準)

免收手續費

登錄享3期/6期/12期分期零利率
※稅款3,000元以上登錄享3期/6期分期零利率。
※稅款500萬元以上登錄享3期/6期/12期分期零利率。
※因繳稅申請臨時調額度者可辦理分期，惟申請臨時調整額度有
效期間需大於分期期間。

百萬滿額賺禮券
112年1~7月使用本行信用卡累積一般消費達10萬
元(含)以上，使用本行信用卡繳綜所稅款：
■稅款每滿100萬元，送1,000元新光三越禮券，最
高享10,000元新光三越禮券。

■稅款滿1,000萬元(含)以上，加碼送10,000元新
光三越禮券。

※每卡戶限回饋一次，上限20,000元，將於10月底前完成回饋。

稅款滿額送紅利
112年1~7月使用本行信用卡累積一般消費達5萬元
(含)以上，登錄送紅利：
■稅款滿5萬元以上且申請分期，登錄送5,000點紅
利。

■稅款未分期且完成登錄：
稅款滿5萬元未達10萬元，送10,000點紅利。
稅款滿10萬元未達50萬元，送20,000點紅利。
稅款滿50萬元以上，送30,000點紅利。

※每卡戶限回饋一次，上限30,000點，如符合百萬領航賺禮券則
不適用滿額送紅利活動，額外回饋紅利點數將於10月底前完成
回饋至正卡人信用卡帳單。

綁定台灣PAY繳稅加碼送超商抵用券
使用台灣PAY綁定本行信用卡繳綜所稅，單筆滿
500元加碼送50元統一超商抵用券，限量2萬筆。
※每卡戶限回饋一次，將於10月底前完成回饋。

立即登入

■台灣Pay綁定信用卡繳房屋稅，每筆可獲50元超
商抵用券，限量10,000筆

■單筆達3,000元以上登錄享3期0利率
■台灣Pay綁定華銀信用卡繳納房屋免收手續費
※50元超商抵用券活動，限一次付清始享回饋，分
期不適用

注意事項：
※台灣Pay含「華銀支付」或「臺灣行動支付App」
※活動限量回饋，如回饋完畢活動即終止，將於本行官網公告。

活動期間

活動內容

自112年5月1日起至112年5月31日止
(實際活動期間將依指定稅款公告繳納期間進行調整)

※分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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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106年1月1日。

精選1―華南卡繳綜所稅真EZ

精選2―台灣PAY繳房屋稅賺回饋

https://reurl.cc/RvQ4pr
https://reurl.cc/Gel44D


本月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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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E·SALE 春季酬賓、滿額享好禮 SALE·SALE

僅實體華南夢時代聯名卡適用

LOVE MOM全館滿額禮 112/4/20-112/5/14(每卡每日限擇優門檻兌換一份,恕不累贈)
滿5,000元贈夢時代電子抵用券100元(限量1,000份)       滿60,000元贈夢時代電子抵用券1,400元(限量200份)
滿15,000元贈夢時代電子抵用券300元(限量500份)     滿150,000元贈夢時代電子抵用券4,500元(限量100份)
滿30,000元贈夢時代電子抵用券700元(限量300份)
 4/20-5/1期間限定   滿250,000元送夢時代電子抵用券7,500元(限量80份)

媽咪我愛妳 4/26~5/16 
 全 館
消費滿6,600元(含)以上，贈遠東
百貨十足抵用券100元(限量
1,000份)
消費滿6,600元(含)以上且分期，
贈遠東百貨十足抵用券100
元(限量1,000份)
 數位3C
單筆消費滿10,000元(含)以上，贈
遠東百貨十足抵用券500元
(限量1,000份)
 銀行滿額禮
消費滿33,000元(含)以上，贈遠
東百貨商品券500元 (限量
200份)
消費滿60,000元(含)以上，贈遠
東百貨商品券1,000元限量
150份)
消費滿100,000元(含)以上，贈遠
東百貨商品券2,000元(限量
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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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大店/中山店/桃園店
/新竹店/竹北店/台中店/嘉義店/台南店/高
雄店/花蓮店/信義A13(Apple Store/3F 
LEGO除外)

母親節 4/20~5/14
滿6,000元含)以上，贈大江電子
現金券100元(限量150份)
滿16,000元含)以上，贈大江電
子現金券300元(限量100份)
滿50,000元含)以上，贈大江電
子現金券800元(限量20份)

母親節 4/21~5/15
滿6,000元含)以上，贈中友電子
商品禮券100元(限量120份)
滿22,000元含)以上，贈中友電
子商品禮券400元(限量30份)
滿60,000元含)以上，贈中友電子
商品禮券1,000元(限量10份)
滿100,000元含)以上，贈中友電
子商品禮券2,000元(限量5份)
 加碼禮
當日消費滿10,000元(含)以上且
分期 加贈中友電子商品禮券
100元(限量100份)

4/29~5/1
當日消費滿35,000元(含)以上，贈
中友家用品一份(限量10份)

母親節 4/20~5/14
滿6,500元(含)以上，贈美麗華
商品券100元(限量50份)
滿13,000元(含)以上，贈美美麗
華商品券200元(限量30份)
滿30,000元(含)以上，贈美麗華
商品券500元(限量30份)
滿50,000元(含)以上，贈美麗華
商品券800元(限量10份)
各樓層指定主題餐廳當日單筆滿
1,000元(含)以上，贈美麗華商
品券100元(限量10份)

母親節 4/20~5/14 
滿6,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100元(限量100份)
滿3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500元(限量50份)
滿6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1,000元(限量30份)
滿10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2,000元(限量10份)

母親節 4/20~5/19 
滿6,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100元(限量100份)
滿3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500元(限量50份)
滿6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1,000元(限量30份)
滿100,000元(含)以上，贈漢神巨
蛋商品券2,000元(限量10份)

母親節 4/21-6/25
滿6,000元(含)以上，贈義大世
界禮券100元(限量300份)
滿20,000元(含)以上，贈義大世
界禮券300元(限量100份)
單日單筆分期滿10,000元(含)以
上，贈義大世界禮券100元
(限量100份)

母親節 4/20~5/14
滿5 ,500元 (含 )以上，贈廣三
SOGO禮券100元(限量100份)
滿22,000元 (含 )以上，贈廣三
SOGO禮券400元(限量40份)
滿60 ,00元 (含 )以上，贈廣三
SOGO禮券1,000元(限量5份)
滿10,000元 (含 )以上且分期，
 加贈廣三SOGO禮券100元
(限量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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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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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3―百貨母親節 滿額享好禮

https://reurl.cc/RvQ4pr


本月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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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持華南銀行信用卡於全台新光三越百貨，累積消費滿
額，即贈予刷卡金
(1)累積消費滿15,000元(含以上)，贈刷卡金500元。
(2)累積消費滿30,000元(含以上)，贈刷卡金1,500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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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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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上限與回饋方式

活動期間
活動內容

112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

活動詳情、注意事項請依本行網站信用卡專區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5,000(含)元以上，送家樂
福禮券100元乙份(限量20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8,000(含)元以上且現場辦
理分期，送家樂福禮券200元乙份(限量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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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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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含)元以上，送大潤
發禮券100元乙份(限量5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6,000(含)元以上且現場辦
理分期，送大潤發禮券200元乙份(限量100份)。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
(含)元以上，送舒潔袖珍包面
紙10抽x30包(迪士尼)乙份
(市價99元，限量500份)。

滿額禮：當日單筆消費3,000(含)元以上，送愛買
現金抵用券100元乙份(限量100份)。
分期禮：當日單筆消費5,000(含)元以上且現場辦理
分期，送愛買愛買現金抵用券200元乙份(限量50份)。

活動注意事項：※簽帳金融卡、企業商務卡不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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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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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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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金額以折扣
後實際刷卡金額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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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6-112/5/9 112/4/27-112/5/17

112/4/29-112/6/15112/5/4-112/5/17

112/4/19-112/5/16

   SALE·SALE 網購刷華南、月月享好禮 SALE·SALE  活動期間：112/5/1-5/31
•單筆分期滿15,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25,000元，送2,0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18,000元，送1,8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30,000元，送3,0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15,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25,000元，送2,0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18,000元，送1,800元刷卡金(限量20名)
 單筆分期滿30,000元，送3,000元刷卡金(限量20名)

•單筆滿額/分期滿5,200元送520元刷卡金(各通路各限量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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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皮購
物寵愛母親節於5/12開放登錄；YAHOO寵愛媽咪於5/16開放登錄(需於YAHOO購物指定頁面登錄)。
※PCHOME線上購物母親節、MOMO購物寵愛女神節、東森購物母親節於5/19開放登錄；※全月案
型於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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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筆分期滿15,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25,000元，送2,00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18,000元，送1,8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30,000元，送3,0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15,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25,000元，送2,00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18,000元，送1,8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30,000元，送3,000元刷卡金(限量40名)

•單筆分期滿15,000元，送1,2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25,000元，送2,000元刷卡金(限量30名)
 單筆分期滿5,200元，送520元刷卡金(限量50名)
 單筆分期滿18,000元，送1,800元刷卡金(限量20名)

SnY信用卡另享網購通路 5%回饋

(限分期期數3/6/10期)

(含電視購物)(限分期期數3/6期)

5/1-5/14
母親節

5/8-5/14
寵愛女神節

5/1-5/5
寵愛母親節

5/1-5/16
母親節

以上活動需登錄●立即登錄

5/1-5/15
寵愛媽咪

精選4―網購母親節賺回饋

精選5―新光三越寵愛媽咪

精選6―量販滿額送

https://reurl.cc/RvQ4pr
https://reurl.cc/RvQ4pr
https://netbank.hncb.com.tw/netbank/servlet/TrxDispatcher?trx=com.lb.wibc.trx.CardPromoteOverall_RWD&state=prompt


旅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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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持華南信用卡於指定旅遊通路：
■累積消費30,000元以上，登錄送200元統一超商現金抵用券
■累積消費50,000元以上，登錄送500元統一超商現金抵用券
■累積消費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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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需登錄，限量2,00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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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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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596-6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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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VISA指定預約網站預約。  

■使用MasterCard世界卡/鈦金卡刷卡購買機票團費1萬元以上，
可以優惠價528元起/728元起預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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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約專線：02-7733-0589(使用電話預約將酌收50元作業費至Master
指定預約網站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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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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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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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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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期間

訂房期間

入住期間

112年4月1日起至6月30日

2022/10/1～2023/12/31
2022/10/1～2024/2/29

指定旅遊通路：全臺旅行社(含kkday、klook)、國內飯店住宿、訂房網、航空公司

注意事項

立即預約

立即預約

立即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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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12/31透過華南樂訂房專屬網頁 (www.idinfun.com.tw/hncb/)，連結 Agoda
訂房，並於訂房當月月底前於樂訂房網頁登錄享：(1)頂級卡 (無限卡 /世界卡 /極緻
卡 )5%現金回饋。(2)其他信用卡或簽帳金融卡 (不含企業商務卡 )3%現金回饋。
※回饋金額以 Agoda系統提供之美元訂房金額計算，採每季回饋，於完成訂房後四個月內回饋。

旅遊專區―旅遊大玩家滿額好康 指定行程、機場接送另享優惠

https://reurl.cc/RvQ4pr
https://www.callcar.com.tw/Project096
https://www.freeliving.com.tw/visa/ufirst.aspx
https://24tms.vlimo.com.tw/NewsData/ug_News_Info.aspx?BID=246&ID=17
https://www.agoda.com/zh-tw/hncb


卡片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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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1～ 112/6/30

更多詳情

更多詳情

更多詳情

卡片專區―揪i推薦新朋友 聰明回饋南波萬

卡片專區―迎天后好運價到

特別企劃―都更危老專案

https://reurl.cc/RvQ4pr
https://reurl.cc/OVnmoA
https://reurl.cc/n7An38
https://reurl.cc/kl2e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