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遠東台塑聯名卡卡友，您好：

感謝您對遠東台塑聯名卡的支持。　　

在此通知您：本行與台塑集團(台亞石油)的聯名卡合約將於民國105年7月31日終止，您目前所持有的遠東台塑聯名卡仍可使用，

為了讓您可以持續使用HAPPY GO各項優惠，本行將在105年10月底陸續為您升級「遠東快樂信用卡」，提供您更多升級服務。

更多「遠東台塑聯名卡」升級說明及「HappyCash」介紹，請參閱下方說明，歡迎收到新卡後，立即開卡使用。任何垂詢，歡迎

致電(02)8073-1166/0800-261-732本行客服中心，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遠東商銀 敬上
                                                                    　　　　　　　　　　　　　　　　　　　　 105.5.20

註1：遠東台塑聯名卡仍可持續使用至106年1月30日23時59分。

註2：本行保有最終核發「遠東快樂信用卡」與否權利，若您不同意換發新卡及權益異動，請於105年6月30日前致電(02)8073-1166/0800-261-732本行客服中心取消，

並得依信用卡約定條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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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費，若未接獲您的通知，視為您同意本次換發及以下權益

內容之變更。

加油 • 停車升級  獨享遠東集團優惠
• 國內不限品牌加油站，刷卡提供1%刷卡金回饋無上限

• 中興嘟嘟房天天2小時免費停車

升級停車/加油優惠

• 全台太平洋SOGO百貨刷卡滿額享HAPPY GO 200點兌NT$100

• 全台太平洋SOGO百貨停車優惠再加贈1小時

• 遠東集團9大關企刷卡優惠，再享HAPPY GO累點、兌點優惠

獨享百貨優惠

重要提醒事項：

1. 收費標準變更：

2. 若您同時持有多張遠東台塑聯名卡正卡或附卡，本行將擇ㄧ進行升級，未升級之卡片將於106/1/31起失效，請自行剪斷銷毀。遠東商銀仍將依您當時的信用狀況保留

卡片核發與否及信用額度調整之權利。

3. 105/8/1起台塑集團(台塑生醫、長庚生技、台塑購物網及長庚醫院等)、台亞/福懋/西歐/鯨世界加油站之會員或加油等優惠將一併終止。

4. 台塑點於105/8/1~105/12/31期間僅可於油站兌換商品，106/1/1起點數將歸零自動失效。提醒您，當您收到遠東快樂信用卡後，本行將不再提供遠東台塑聯名卡的掛

失/毀損重製，屆時您的台塑點僅能於台塑購物網使用，請儘速使用。

5. 遠東台塑聯名卡自105/8/1起加油不回饋HAPPY GO點數。遠東台塑聯名卡失效後，如您仍持有本行任一HAPPY GO信用卡，HAPPY GO點數將保留至該點數原可適

用之有效期限，否則請於106/1/30前使用完畢；已申裝eTag或申請過eTag自動儲值服務功能亦不受影響，不需重新再申請。

6. 當您收到新換發的「遠東快樂信用卡」後，請務必儘速開卡，以確保您可以持續使用本行各項服務；另此次所換發的卡片尚未開啟HappyCash電子錢包及自動加值服

務功能，請於收到新卡後依發卡函上說明進行開啟。

7. 各項內容以遠銀官網公告為準，如因市場狀況變動，本行得於踐行法定程序後保留修改、變更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8. 各項代扣繳事項說明：

(1)公共事業費用代扣繳及eTag自動儲值：本行將以「遠東快樂信用卡」或其他有效遠銀卡繼續代扣繳，不受影響。

(2)其他代扣代繳項目如保險費、遠傳/台灣大哥大等民營電信費等，請務必與原申請單位聯繫卡片資料變更事宜。

遠東台塑聯名卡收費標準

年  費

遠東快樂信用卡(鈦金卡)

白金卡正卡NT$1,200、普卡正卡NT$300；附卡皆免年費。
首年免年費，每年刷1次，次年免年費。

正卡NT$2,000，附卡免年費。
首年免年費，每年刷1次，次年免年費。



信用卡權益內容變更說明：

原遠東台塑聯名卡升級「遠東快樂信用卡」，其相關權益內容變更說明如下，若您不同意換發新卡及權益異動，請於105年6月30

日前通知本行終止契約，並得依信用卡約定條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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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

費，若未接獲您的通知，視為您同意本次換發及以下權益內容之變更。除有特別標示外，遠東台塑聯名卡之相關權益異動自105年

8月1日起生效。

代扣繳各項公用事業費用：
• 水、電、瓦斯
• 縣市政府路邊停車
• 中華電信電信費
• eTag自動儲值服務

本行將自動以「遠東快樂信用卡」做為您的代扣繳卡片，或由本行自

動設定您名下之其他有效遠銀卡繼續代扣繳。

請於收到「遠東快樂信用卡」後儘速開卡，並主動與各事業單位聯絡

代扣卡號變更事宜。

請於收到「遠東快樂信用卡」後儘速開卡，並請重新設定付款卡片資

料以確保付款順利。

代扣繳各項事業單位費用：
• 保險費
• 遠傳、台灣大哥大等民營電信費用
• 公益捐款
• 有線電視費用
• 非上述公用事業費用

設定APP付款卡號及網購快速結帳服務：
• Google Play、iTunes
• GoHappy、PChome、Yahoo線上購物等提供快速結帳
服務網站/App

※若您已申請本行inControl網路防盜刷服務，需重新申請後方能使用。

說    明優    惠

全面升級MasterCard鈦金卡

HappyCash (須另外申請開啟服務)

在國內不限品牌加油站刷遠東台塑聯名卡或遠東快樂信用卡(限鈦金卡適用)皆享刷卡金1%回饋無上限。
(不回饋HAPPY GO點數)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105/8/1-106/6/30。
2. 加油站消費定義以特約商店向信用卡收單機構登錄類別為準。
3. 刷卡金限折抵回饋當期之信用卡帳款，不可折現、退溢付款。

卡別

小額支付

國內加油1%刷卡金
回饋

上月刷遠東台塑聯名卡或遠東快樂信用卡新增加油消費NT$5,000或一般消費NT$8,000，當月天天
享最高2小時市區免費停車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105/8/1-106/6/30。
2. 本活動採正附卡/每卡分開消費門檻及使用次數，每日限使用1次，不可遞延至次月使用。
3. 使用時須以遠東台塑聯名卡/遠東快樂信用卡現場過卡，超過免費之次數/時數，持卡人需自行以現金支付給該停車場站服務人員

(費用以選擇停放之停車場站現場公告為準)。
4. 一般消費之NT$8,000門檻，消費入帳日期及認定以本行系統為準，新增一般消費簽帳金額為正附卡合併計算，刷卡累積限一般
刷卡消費，含分期付款(以分期總消費金額計算)，不含悠遊加值金、eTag儲值金、HappyCash自動加值金、年費、公共事業費用、
各項稅金代繳、學雜費、預借現金、代償、稅款、各項手續費(如掛失、調閱簽單、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手續費等)、違約金、循
環息、商品退貨、爭議款、其他退還刷卡消費款及享有1%保費回饋消費等。

5. 同一車輛一次限使用一種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可使用之停車場站以現場公告為準。嘟嘟房停車場服務專線
(02)2655-0818。

中興嘟嘟房天天2小時
免費停車

刷卡「購買機票」或「80%以上團費」或使用日期當月或前2個月內「新增總簽帳金額達NT$2萬以
上」享桃園及高雄國際機場各2次，每次最高7天的停車服務

重要注意事項：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6/6/30止。詳情請參閱 https://www.feib.com.tw/creditcard/detailList.aspx?id=70

國際機場週邊停車

可以HAPPY GO 300點使用當次服務；若不足300點，則當次使用將自帳單收取NT$1,500

重要注意事項：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6/6/30止。詳情請參閱 https://www.feib.com.tw/creditcard/detailList.aspx?id=69

50公里道路救援

升級行車

服務



1. HappyCash是一張可用於支付消費款項的電子票證，包含全台遠東百貨、太平洋SOGO、愛買等遠東集團各通路、台灣中油指定直營站、統聯
客運等均接受消費，更多HappyCash使用說明以遠鑫官網為準。遠鑫官網請參閱 https://www.happycashcard.com.tw/corporate/index.do

2. 以上各項內容以遠銀官網公告為準，如因市場狀況變動，本行得於踐行法定程序後保留修改、變更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說    明

• 於大陸地區遠東百貨/上海太平洋百貨一般商品購物享正品最優9折優惠
• 台灣地區SOGO百貨享95折優惠(含自營超市藍標商品，不含City'super)

重要注意事項：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兩岸遠東/太平洋
SOGO百貨最優9折

當期帳單新增「遠東快樂信用卡」一般消費每滿NT$10,000，次期享HAPPY GO 200點兌NT$100
購物折抵金1次(正附卡合併計算)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1/1-12/31兌換上限NT$10,000。
3. 帳單新增遠東快樂信用卡一般消費簽帳金額為正附卡合併計算，刷卡累積限一般刷卡消費，含分期付款(以分期總消費金額計算)，
不含悠遊加值金、eTag儲值金、HappyCash自動加值金、年費、公共事業費用、各項稅金代繳、學雜費、預借現金、代償、稅
款、各項手續費(如掛失、調閱簽單、分期付款、預借現金手續費等)、違約金、循環息、商品退貨、爭議款、其他退還刷卡消費
款及享有1%保費回饋消費等。

4. 簽帳金額累積計算期間及點數兌換期間依持卡人帳單周期而定，當期累積金額及相關兌換資料可至專屬活動網頁查詢。
5. 購物折抵金可折抵一般消費款，僅限正卡持卡人於遠銀大紅利平台或遠銀i兌換App兌換，每期可兌換次數限指定時間兌畢，不可
累積至下期。持卡人每期可兌換次數/兌換期限，將揭露於帳單訊息，另可至專屬活動網頁查詢。

太平洋SOGO百貨刷卡
滿額享HAPPY GO
200點兌NT$100

憑卡兌換來店禮1份

重要注意事項：活動期間/兌換方式依各店活動公告。

太平洋SOGO百貨
來店禮

【停車優惠最高再加贈1小時】
• 忠孝館/復興館/敦化館/新竹Big City店：刷卡消費除可依現行館內購物折抵停車優惠外，再加贈
優惠1小時。

• 其他館別：
* 平日(週一~週四)：持卡(免消費)可享免費停車1小時。
* 假日(週五~週日，含例假日)：刷卡消費達指定門檻，除依現行館內購物折抵停車優惠外，再加贈優

惠1小時。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停車優惠僅限台灣地區太平洋SOGO百貨，持卡人須憑當日簽單、同卡號信用卡，每車每日限用乙卡。

太平洋SOGO百貨
停車優惠最高再加贈

1小時

【遠東百貨購物9折優惠】
一般商品、家用品平日享9折優惠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電器、黃金、珠寶、菸酒、餐飲、公賣品、特賣品、超市、電影院、餐廳/美食街、3C、禮券購買及部份店家商品不適用，實際
折扣以現場標示為準。

遠東百貨消費優惠

當日刷卡不限金額享免費停車2小時。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憑當日遠百該店不限金額消費簽單、同卡號信用卡，享遠百該店自營停車場當日停車2小時，每卡每日可使用1次，每日優惠最多

2小時。

遠東百貨免費停車

當日於全館指定櫃位刷卡累計滿NT$10,000(含)以上，回饋下午茶兌換券乙張。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不包含以下櫃位之消費：雅浩、慕尼黑琥珀博物館、畫眉。

遠企購物中心滿額

免費下午茶

當日刷卡消費滿NT$500(含)，贈送免費停車1小時；第2~4小時各可用消費NT$1,500折抵，單日最
高折抵4小時(實際未滿4小時仍視同使用4小時)；剩餘金額可以NT$1,500兌換10天有效之1小時免費停車券
1張，兌換上限4張。

重要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為即日起~105/12/31止。
2. 不包含以下櫃位之消費：雅浩、慕尼黑琥珀博物館、畫眉。

遠企購物中心免費停車

公共運輸工具旅遊平安險最高NT$2,000萬

遠銀卡友(含持卡人及其配偶、父母及受其扶養且未滿25足歲之未婚子女)在保險期間，以遠銀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

票款或80%以上團費，可享有旅遊類多項保險。詳情請洽第一產物官網、0800-288-068或遠銀官網。

重要注意事項：活動期間與詳情請參閱 https://www.feib.com.tw/creditcard/detailList.aspx?id=73

公共運輸工具旅遊平安險

獨享

遠東集團

優惠

優    惠



遠東快樂信用卡相關費用/利率一覽表

項目名稱 收費方式

* 各項費用或收費金額之調整頻率每季得調整一次，如有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正卡NT$2,000，附卡免年費

利息6.74%~14.99%

• 延滯第一期當期收取違約金NT$300
• 延滯第二期當期收取違約金NT$400
• 延滯第三期(含)以上每期收取違約金NT$500(以3期為限)

• 每筆NT$150+(預借金額×3%)

• 國內簽單每筆NT$50
• 國外簽單每筆NT$100

每卡掛失費NT$200

因可歸責於持卡人之事由，每次每月NT$100(最近3期內之帳單補印免收)

每份NT$200

每次NT$100

在國外遺失信用卡而要求補發緊急替代卡，其費用為每卡NT$3,000

• 國際組織收費：交易金額之1%
• 本行手續費：交易金額之0.5%

• 利息：每期為核貸金額的0.30%~0.60%(依年金法試算調整利息收取方式)
• 帳戶管理費：NT$650~NT$1,300

利息：每期為核准金額的0.25%~0.80%(依年金法試算調整利息收取方式)

不須額外支付手續費

• 電信費每筆NT$10
• 交通罰鍰、除綜所稅(含未申報補徵)外各項稅款每筆NT$20
• 汽車燃料使用費為繳交金額的1%

備註： 首年免年費，每年消費刷1筆，享次年免年費。 2 自帳款入帳日起計算，個
人化差別利率詳見帳單。 3  本費用將隨國際組織收費標準而變動。 4  本收費方式
將依本行政策及申請當時消費繳款狀況調整計收標準。依年金法試算調整利息收取方

式。5   綜所稅(含未申報補徵)收費以專案公告為準。

1 2
3 4

5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本行信用卡循環利率：6.74%∼14.99%(基準日105/5/1)
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x3%＋NT$150；
其他費用請至www.feib.com.tw查詢

年費(註      )

循環信用利息(註      )

違約金

預借現金手續費

調閱簽單手續費

掛失費

補印帳單手續費

清償證明手續費

溢付款退款手續費

緊急替代普卡費用(註      )

國外交易清算手續費(註      )

靈活金(註      )

帳單/消費(單筆及總額)/
專案分期付款(註      )

特店分期(含指定分期) (註      )

語音網路繳交稅費(註      )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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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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