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東HAPPY GO信用卡 都有        自動儲值
三 卡 合 一  集 點 最 快  兌 點 最 多
*eTag自動儲值服務及eTag過路功能需另外申請

南山人壽認同卡自民國 103 年 12 月 2 日起

升級為  C’est Moi 我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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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優惠 點數加碼

南山保費最高享 1% 優惠
以原南山人壽認同卡權益升級之 C｀est Moi 我的
卡扣繳南山人壽保費，享保費1%刷卡金回饋，回
饋無上限
※ 部份保險產品不適用，活動期間：2023/1/1~2023/12/31

保費最高 10 期 0 利率 ( 須登錄 )

不限保險公司，刷卡繳保費單筆滿NT$3,000(含)以
上，享10期0利率(須於當期結帳日(不含)前3日登錄
完成，限信用額度內

※  卡友登錄後符合條件且 2024/1/27(含 )前請款尚未結帳之國內保費交易，將由
系統自動分期。若當期已使用額度超過信用卡帳單所載之信用額度，則當期所
有保費交易不適用本活動

※  持卡人須於信用卡當期結帳日 (不含 )前 3日至遠銀官網本活動登錄專區完
成登錄

※ 限持卡人於活動期間之國內保費交易並須於信用卡當期結帳日 (不含 )前 3日完
成分期活動登錄，成功完成登錄戶之國內保費將由系統自動分期，不含退貨或
因簽帳爭議而暫停付款之款項

※  結帳後若當期已使用額度超過信用卡帳單所載之信用額度，則當期所有保費交
易皆不適用本活動，系統不自動分期

※  本活動實際分期金額依請款金額為主。以分期帳款10萬元，期間1年為例試算。
本分期服務利率 /手續費 /總費用年百分率：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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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
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2023年 1月 1日

HAPPY GO 點數最高 4 倍回饋
 ■點數最高 4倍：
持 C'est Moi我的卡至遠東 SOGO百貨、遠東百
貨、遠東巨城購物中心、遠企購物中心、friDay
購物享 HAPPY GO點數最高 4倍回饋 (含原有倍
數 )，點數回饋無上限 

 ■點數最高 3倍：
持 C'est Moi我的卡至指定百貨公司、旅遊類型消
費、海外消費享 HAPPY GO點數最高 3倍回饋 (含
原有倍數 )，點數回饋無上限

※  當期帳單新增刷卡消費達 NT$5,000( 含 ) 以上，且須當期新增單筆一般消費金 
額每滿NT$100，方可享有以上點數加碼優惠，該筆未滿NT$100部分不予計算，
點數回饋之商店以本行認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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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百貨公司
新光三越、漢神、大葉高島屋、台北 101、 廣三 
SOGO 、微風廣場、統一時代百貨、京站時尚廣場、
中友百貨、大江國際購物中心、美麗華百樂園、夢時

代購物中心、統領百貨、友愛百貨、 新月廣場、德安
百貨、ATT 4 Fun、明曜百貨、大立百貨、義大世界
購物廣場、環球購物中心、台茂購物中心、GLORIA 
OUTLETS華泰名品城等本行認定為「百貨公司」者

   旅遊類型消費
台鐵、高鐵、可樂旅遊、雄獅旅遊、燦星旅遊、 東
南旅遊、易遊網、以及本行認定為「旅行社」、「飯
店住宿」、「航空公司」者

   海 外 消 費
消費國家非 TW 或 TWN 之交易、非台幣計之消費， 
且不含國外交易清算手續費

立即登錄

https://ecard.feib.com.tw/Activity/INS2021/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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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購物

遠東百貨購物 9 折

於全台遠東百貨刷遠東商銀 C'est Moi我的卡消費，
百貨服飾、家用商品 9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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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券購買及部分店家商品不適用，實際折扣以現場標示為準

遠東百貨購物享免費停車

全台遠東百貨刷卡不限金額 ( 不含威秀消費 )，享免
費停車 2 小時

※  遠東百貨購物 9折、免費停車優惠活動至 2023/12/31 止，遠百停車優惠限該店
自營停車場，須憑當日該店停車卡、刷卡簽單、同卡號信用卡，每車每日限用
乙卡，每卡每日可使用乙次，其他停車辦法以店內公告為準

   HAPPY GO 點數加倍

指定活動期間

綁定 HAPPY GO Pay單筆刷卡滿額

享遠銀加碼點數回饋

重要注意事項：

1. 刷 C'est Moi 我的卡於指定百貨公司 ( 不包含超市 / 量販賣場 / 書局、運動中心、
電影院、餐廳 / 美食街、3C、禮券購買 )、 旅遊類型消費、海外消費，享 HAPPY 
GO 點數最高 3倍；遠東 SOGO 百貨、遠東百貨、遠東巨城購物中心、遠企購物
中心 ( 不包含超市 / 量販賣場 / 書局、運動 中心、電影院、餐廳 / 美食街、3C、禮
券購買，巨城另亦不包含愛買、威秀、遠傳、 大創、宜得利及 WorldGym)、friDay
購物，享 HAPPY GO 點數最高 4 倍。 點數回饋之特店以本行認定為主，以上均含
原快樂購特約商刷卡消費可得之點數 

2. HAPPY GO 點數 3 倍 ( 含 ) 以上之 NT$5,000 門檻，消費日期以本行系統為準，本
活動刷卡累積限一般消費；不含 eTag 儲值金、代繳 eTag 智慧停車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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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約金及循環息、商品退貨、爭
議款、eToro及其他相關類似境外投資交易平臺之交易款項及其他退還刷卡消費款
等，且分期付款以當月當期分期後之消費金額計算 

3. C'est Moi 我的卡正卡及附卡消費所累積的積點，將合併計算，並於次月帳單
結帳日撥付至正卡卡友 HAPPY GO 帳戶，當期帳單新增一般消費達 NT$5,000( 
含 ) 以上，且需當期新增單筆一般消費金額每滿 NT$100， 方可享有原本點數
加碼優惠，該筆未滿 NT$100 部分不予計算。點數回饋無上限。 活動期間：
2023/1/1~2023/12/31 

4.  C'est Moi 我的卡正、附卡卡友均可憑本卡於 HAPPY GO 特約商店以 HAPPY GO 
點數兌換商品、折抵消費金額或查詢 HAPPY GO 點數等事宜。( 本卡恕不提供太平
洋 SOGO 百貨舉辦之禮賓會贈品及來店禮活動 ) 

5. 當年度回饋之快樂購卡點數可使用至次年 12月 31日。若有其他活動加贈之限時
點數使用期限依各活動內容公告為準 

6. 2023/1/1~2023/6/30(依帳單結帳日 )持具快樂購標識之信用卡刷卡消費時，遠東
商銀均會按當期新增單筆一般消費金額 (分期付款交易 /代償 /貸放 /預借現金 /未
繳足最低應繳之當期帳單應累點之金額 /不予計算積點之消費除外 )每滿 100元給
予一點快樂購卡點數，該筆未滿 100元部份不予計算；快樂購特約商店原提供點
數依其原規範結算撥入 (部分特約商店累點比例不同，詳情請洽快樂購網站查詢 )。
其他依信用卡會員權益手冊「具有快樂購聯合集點卡權益之信用卡條款及提醒注

意事項」、「快樂購聯合集點卡權益服務辦法」規定為準

7. 公共運輸工具票款必須全額以有效之遠東商銀信用卡支付，方可享有信用卡綜合
保險之保障。機票款項不得全部（如哩程兌換、贈送票、免費票）或部份以優待

憑證（含哩程兌換、優惠憑證、兌換券、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優待券等）

抵付票款；或僅支付機場稅或兵險附加費的機票；或任何繳交機會中獎獎金所得

稅所獲得的機票均不享有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如有機票或團費刷退情事者，

保險公司不負賠償之責，其於事故發生後刷退亦同。依據保險法第 135條準用第
107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除喪葬費
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

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及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

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且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另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時，其失能保險金給付最高以新台幣貳佰萬元為限

活動期間及詳情

https://www.feib.com.tw/activity?id=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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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優惠

重要注意事項：

1. 使用機場停車優惠，須事先登錄車籍資料 (高雄小港大鵬停車場須事先預約 )，
並以本卡購買機票或支付團費單筆滿 NT$25,000 元 (含 )以上，須於使用日期當
月及前 2 個月內有相關刷卡消費紀錄，並於使用時出示出國證明文件。如於該 3 
個月內無此刷卡紀錄，停車費用每日以停車場規定價格，於持卡人帳單收取，高
雄小港大鵬停車場須依停車場規定於現場付清費用

2. 活動期間使用次數以正附卡合併歸戶最優者計算，使用本優惠時並非有保留車
位，各停車場可使用之停車位悉以現場實際狀況為主，停車位有限，停滿為止，
本行將不另行公告。提醒您，連續假日人潮眾多，建議您可提早 0.5-1小時到場，
並提前洽停車場詢問車位可使用狀況，避免耽誤行程。合作停車場倘遇現場無車
位時僅接受簽約銀行持卡人之車輛排隊入場，入場停車後停車場可能會請持卡人
留下鑰匙方便停車場移車，停車相關事項由持卡人與停車場自行處理，若有疑義
請現場與停車場人員反映處理。停車場至機場之免費接泊人數與行李數依停車場
公告為準。活動期間：2023/1/1~2023/12/31

服務地點

 星威停車場 TEL：(03) 386-6777
桃園市大園區平安路 168號

(營業時間：24小時 )

小港大鵬停車場 TEL：(07) 841-1385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南路 230號

(營業時間：AM5:00~PM12:00)

頂級美饌用餐禮遇

遠東香格里拉用餐最優 1 人免費

 ■刷卡滿額享Mega 50 50樓 Café、遠東香格里拉 

遠東 Café 2人 (含 )以上用餐 1人免費

※  使用日前近 3期帳單任 1期消費滿 NT$10,000 (含 )以上，使用日當月即可選擇
其中 1間餐廳使用

 ■台北遠東香格里拉
上海醉月樓、馬可波羅餐廳、ibuki 日本料理、
香宮 8折

 ■台南遠東香格里拉
大廳茶軒 9 折、醉月樓 8 折

 ■Mega50
50樓 Café 自助餐 8折
望月樓粵菜餐廳、Asia49亞洲料理及酒廊週一至
週四 85折

重要注意事項：

1. 2人 (含 )以上同行 1人免費優惠條件以結帳之實體信用卡為主，採正附卡合併
計算。每戶達上述月帳單消費累計門檻當月可使用 1 次。上述月帳單消費累計含
所有消費款，不含預借現金、代償貸放、eToro及其他相關類似境外投資交易平
臺之交易款項等金額

2. 使用 2 人 (含 )以上用餐 1人免費時，若 2人用餐其中 1人為飯店規定適用兒童
價之兒童（Mega 50為 101cm-130cm，台北香格里拉為 12 歲以下，台南香格里
拉為 6-11歲），結帳時以價高者收費

3. 上述各項用餐優惠單次刷卡以 20人為上限
4. 同一餐廳同餐期每組客人、每卡僅可使用優惠 1 次，每桌限用一張遠銀指定實體
信用卡，無法拆單或併桌使用

5. 上述優惠不含酒水，須另付原價 10%服務費，且不與其他優惠併用 (包含但不
限遠東 Café加價購、特惠菜單、優惠或特殊主題或客座主廚活動等，另Mega 
50優惠不適用於鼎鼎宴會廳、50樓 Café已享半價之兒童、Asia 49活力午餐及
下午茶套餐 )，各餐廳保留更改折扣之權利，詳情以餐廳人員說明為準

6. 優惠不適用日：台北遠東香格里拉為 1/1-1/2、1/21-1/24、2/14、5/13-5/14、
6/22及依人事行政局公告 3天以上 (含 )假期；台南遠東香格里拉為 1/1-1/2、
1/21-1/24、2/14、5/13-5/14、6/22及依人事行政局公告 3天以上 (含 )假期；
Mega 50 為 1/1 -1/2、1/21-1/24、2/14、2/25-2/28、4/1-4/5、5/13-5/14、
5/20(僅限於 Asia 49)、6/22-6/25

7. 上述優惠限於各餐廳營業時間內提供服務，請提早訂位以免餐廳客滿。如遇不可
抗力導致餐廳調整營業時間或營運方式，恕不另行告知，使用前敬請留意。活動
期間：2023/1/1-2023/6/ 30

國際機場周邊停車

購買機票或支付團費單筆滿新臺幣 2 萬 5千元 ( 含 ) 
以上，享桃園國際機場及高雄國際機場優惠期間內

不限次數，每次最多 5 天的停車優惠

   eTag 服務優惠

 ■首次申辦遠銀卡 eTag自動儲值服務成功，回饋
NT$100儲值折抵金

 ■首次申辦遠銀卡代繳 eTag智慧停車費服務 (臨停

或月租 )，且該項服務扣款成功，每項服務回饋

NT$50刷卡金 (每戶最高回饋 NT$100 )

活動詳情

※ 活動時間：2023/1/1-2023/6/30

https://www.feib.com.tw/upload/eParking/serv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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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優惠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本行信用卡循環利率：6 .74% ~14 . 9 9% (基準日
2023/1/1)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3%
＋NT$150；其他費用請至www.feib .com .tw查詢

重要注意事項：

1. C` es t Moi 我的卡卡友（含持卡人、持卡人之配偶、父母及受其扶養且
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您的有效之 C és t Moi 
我的卡支付全部公共運輸工具票款或 80% 以上團費，就可享有旅遊類

多項保險，詳情請洽第一產物 0800 -288 - 068 或見本行官網卡友權益               
ht tps: / /w w w.fe ib.com.tw/deta i l?id=180

2. 公共運輸工具票款必須全額以有效之遠東商銀信用卡支付，方可享有信用卡綜合
保險之保障。機票款項不得全部（如哩程兌換、贈送票、免費票）或部份以優待憑

證（含哩程兌換、優惠憑證、兌換券、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優待券等）抵付票

款；或僅支付機場稅或兵險附加費的機票；或任何繳交機會中獎獎金所得稅所獲

得的機票均不享有信用卡綜合保險之保障。如有機票或團費刷退情事者，保險公

司不負賠償之責，其於事故發生後刷退亦同

3. 依據保險法第 135條準用第 107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
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

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及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且喪葬費用之保險金

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另以
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其失能保險金給付最高以新台幣貳佰萬

元為限

4. 活動期間：2023/1/1~2022/6/30

旅遊保障

旅遊傷害險最高 NT$2,000萬、班機延誤險最高
NT$1萬、行李延誤險最高 NT$1萬、行李遺失險最
高 NT$3萬、旅遊傷害保險附加傷害醫療保險金每
人每次事故最高 NT$10萬

※  詳細內容請參閱信用卡會員權益手冊附錄一

http://www.feib.com.tw/detail?id=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