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山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

邁向美好人生
感動熱映中

公務人員專屬服務與優惠

於家樂福線上購物網站消費

享原1%現金紅利回饋

累積每刷滿2,500元(含)以上

再加贈家樂福100元即享券乙份

合計最高享5%回饋

新增一般消費單筆滿1,000元，登錄活動

即可參加抽獎，刷越多，中獎機會越高！

 

  

 RIMOWA SALSA AIR四輪登機箱乙個 共10名

 TESCOM大風量吹風機乙個 共2,000名

持玉山國旅卡刷卡消費

單筆滿500元贈全聯福利點100點

 

屈臣氏每週三

滿額享88折

55688 APP綁卡支付車資

享5%現金回饋

台灣大車隊55688 APP綁定玉山國旅卡支付

享該筆車資5%現金回饋   每月回饋上限100元 

一起邁向美好人生 就愛刷玉山國旅卡

租車優惠

格上租車、和運租車  不分平假日7折起

3大品牌 汽油每公升天天降

單位：元/公升

加油站    山隆    全國   台亞

0.81.1 0.7

1.11.5 1   

人工加油

自助加油

於全聯PX Pay綁定玉山國旅卡支付消費

單筆滿500元贈全聯福利點150點

申辦自動扣繳/帳單ｅ化贈好禮

首次申辦玉山帳戶自動扣繳成功

贈7-ELEVEN100元抵用券

首次申辦帳單e化(含電子與行動帳單)

贈紅利點數1,000點

中租租車  平日享定價65折、假日享定價7折

108108

108 108 109

每週三單筆消費滿988元享88折

實體門市、網路商店與APP同享優惠

1.1-12.31108

1.1-12.31108

7.1-12.31108

7.1-12.31108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新優惠內容以本行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一般消費定義及不適用回饋項目以本行最新公告及各機關簽約內容為準。

※玉山銀行與各合作特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國旅卡專屬優惠 更多刷卡活動

喜從天降抽獎活動

加油最高享每公升降1.5元

家樂福線上購物最高5%優惠

全聯福利中心 天天享優惠

行 動 支 付 消 費 首 選   一 起 邁 向 美 好 人 生

可以於7-ELEVEN、全家、萊爾富、OK超商、家樂福、屈臣氏等特店

使用玉山Wallet「條碼付」掃碼付款

下載玉山Wallet
Step

1
Step

2 綁定條碼付、Apple 

Pay或Google Pay

感應支付或請店家

掃條碼完成支付

限iOS 8.0、Android 5.0以上

作業系統下載使用

刷卡分期/卡友貸

保費最高12期0利率

保費單筆金額3,000元(含)以上

可享最高12期0利率

保費金額須於信用卡原額度之可用餘額內分期

一般消費最高10期免息分期

單筆滿5,000元即可設定

自行設定單筆消費/指定卡號分期

另提供多元消費分期專案，

最高可分24期  享優惠利率及專案手續費  

讓您自由選擇，想分就分

活動期間108.1.1-12.31

詳細權益及注意項請見本行網站公告！

卡友貸~ 貸您幸福圓夢
優惠利率前三個月1.6%起

最高貸300萬元

線上對保完成最快2小時撥款

線上申請、營業時間專人回覆

總費用年百分率2.84%起

玉山Wallet

快速體驗123

ｅ化

服務 檢核系統密碼
線上重設

智能客服

Step

3

『玉山獨家』

檢核系統密碼若忘記/鎖住時

請掃描QR Code

即可線上設定，便利又快速！

在國內外眾多信用卡特店結帳時見到          、           或          任一標誌時

即可使用「Apple Pay」或「Google Pay」感應付款



玉山國旅卡
專屬網頁

1.1-12.31108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新優惠內容以本行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活動詳情請見本行網站，新優惠內容以本行網站最新公告為準。※一般消費定義及不適用回饋項目以本行最新公告及各機關簽約內容為準。※玉山銀行與各合作特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指定農場、國家森林遊樂區
享刷卡滿額禮

當日現場刷滿3,000元(含)以上

贈Kinloch Anderson金‧安德森旅遊側背包  乙個

◎本活動限憑玉山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及同卡號簽單於現場兌領贈品，正附卡合併，每日
限領乙個。◎贈品以實物為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觀光農場

清境農場國民賓館、武

陵農場國民賓館、福壽

山農場

森林遊樂區

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太平

山森林遊樂區、大雪山森

林遊樂區、合歡山松雪

樓、棲蘭山莊、明池山莊

10.1-     3.31108 109

指

定

指

定

1%現金回饋

108.10.1-12.31首次申辦附卡

核卡後45天內任刷一筆(不限金額)

贈500元台灣大車隊搭車金(每人限回饋乙次、上限500元)

國內外一般消費享1%現金回饋

當期帳單直接折抵

不限請領補助款、不限消費金額

附卡同享1%現金回饋

1.1-      12.31109 111

首刷好禮
Mondaine瑞士國鐵側背包

・尺寸：高30×寬23×厚8cm (±5%)
・背帶全長：145cm
・材質：鏈條紋
・贈品以實物為準
・正附卡合併限領乙個
・限本行簽約單位具請領補助款
身分之正職公務人員適用

1.1-12.31109

回饋無上限

於指定旅行社/交通刷卡消費可

享原１%＋0.5%現金回饋

指定旅行社/交通

最高1.5%現金回饋

指定旅行社

雄獅、雙獅、可樂、東南、五福、

易遊網、燦星、山富、長汎、加利利、

鳳凰、華友、喜鴻、百威、品冠

高鐵 現場購票、網路/APP購票

指定客運
國光、首都、葛瑪蘭、統聯、和欣客運

現場購票、網路/APP購票

台鐵 現場購票、網路/APP購票

1.1-12.31109

(每期加碼回饋上限300元)

指定行動支付

最高2%現金回饋

於玉山Wallet APP綁定玉山國旅卡後

使用「玉山Wallet條碼付」、

「Apple Pay」或

「Google Pay」之一般消費

享原１%＋１%現金回饋

1.1-12.31109

(每期加碼回饋上限300元)

◎本活動含原1%基本回饋，加碼1%之部分每歸
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300元，當期帳單直接折抵

(活動期間加碼回饋最高3,600元)。◎加碼1%回

饋將由系統檢核「玉山Wallet條碼付」服務已綁

定玉山公務人員國旅卡。◎以本行系統判定為已

綁定指定行動支付之一般消費為準，不適用於

如：Samsung Pay、LINE Pay、街口支付等非本活

動指定之行動支付。

◎本活動含原1%基本回饋，加碼0.5%之部分每歸戶每期帳單回饋上限300元，當期帳
單直接折抵(活動期間加碼回饋最高3,600元)。◎需以本行指定之特店名稱及特店行業
代碼(MCC Code)為準，不含高鐵/台鐵/客運假期、旅行社代購車票、超商付款票券、餐

飲費用、電子票證交易(如：悠遊卡/一卡通/eTag之扣款或自動加值)、停車費等。◎以

本行系統判定為指定旅行社/交通特店之刷卡消費為準，不適用於如：LINE Pay、街口支

付等第三方支付。

(回饋無上限)

(回饋無上限)

加碼回饋最高3,600元

加碼回饋最高3,600元

 ※優惠須事前預約並主動告知使用玉山國旅卡優惠，且使用該卡支付始可享有。※若無註明則均以新臺幣計算。※玉山銀行與各合作特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及終止之權利。

更多旅遊優惠
詳細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

國內外旅遊

國賓大飯店 雙人同行

臺北 新竹 高雄

3,699元起優惠價

一泊一食

5,500元起優惠價

一泊二食

9,100元起優惠價

二泊三食

臺中

豐邑逢甲商旅
入住指定房型

2,999元起優惠價

平日

4,199元起優惠價

假日

新竹

豐邑喜來登大飯店
窩新竹

18%優惠專案

指定餐飲享

原價9折優惠

臺南

訂房滿額最高現抵500元

晶英酒店

入住海東客房

優惠價4,600元起

飯店官網訂房

加購高鐵票享優惠

平日

使用專案優惠碼PKG66BFN享

Expedia

需於109.8.31前完成入住

9.1-     2.29108 109

1.1-12.31108

1.1-12.31108

1.1-12.31108

1.1-12.31108

1.1-12.31108

於玉山卡友專屬網站訂房

輸入優惠碼JCBTW15H

享最高15%折扣

國內外

Agoda

於玉山卡友專屬網頁訂房

享最高7%折扣享最高7%折扣

需於109.2.29前完成入住

國內外

10.1-12.31108

雄獅旅遊、易遊網

享最高8%優惠
於雄獅旅遊、易遊網

專屬活動網頁刷卡始享優惠

國內

10.1-12.31108

需於109.2.28前完成入住

Booking.com
於玉山卡友專屬網頁訂房

享最高7%折扣

國內外

附加功能及服務玉山公務人員國民旅遊卡

專屬服務與優惠
一起邁向

美好人生

最完整的高額保險保障

旅遊平安險

全程旅遊平安險(實支實付)

全程傷害醫療保險(實支實付)

旅遊不便險(實支實付)

全球購物保障

最高3,000萬元保障

最高200萬元保障

最高20萬元保障

・班機延誤(4小時以上)：1萬元(與家屬合計2萬元)
・行李延誤(6∼24小時)：1萬元(與家屬合計2萬元)
・行李遺失(24小時以上)：3萬元(與家屬合計6萬元)
          普卡2萬元(與家屬合計4萬元)

每卡最高20萬元(白金卡以上適用)

國內外

(單位：新臺幣)

每年免收3次違約金

免年費、失卡免收掛失費200元

(限部分消費類別)

刷卡即時通知 讓您消費更安心繳綜所稅、房屋稅、牌照稅、地價稅及學費優惠

・至7-ELEVEN、全家、萊爾富和OK超商繳付當期帳單
(最高為2萬元)

・可使用郵局及其他指定金融行庫之活期存款帳戶，
辦理自動轉帳扣繳帳款

・可透過全國繳費網線上轉帳

最便利的繳款方式

最完善的服務功能與優惠

・免手續費/可享６期分期0利率

檢核系統密碼若忘記/鎖住時，請掃描QR Code，

可線上重新設定，便利又快速!

Step1. 輸入基本資料

Step2. 手機簡訊驗證

Step3. 重新進入檢核系統變更密碼

檢核系統密碼  線上重新設定

1910

全球機場貴賓室/機場餐廳服務 免費機場外圍停車Ｐ

刷卡支付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80%以上

可使用「龍騰卡」全球超過1,200間機場貴賓室/機場

餐廳，當次出國最多免費2次，合約期間內每年

(1.1-12.31)最多免費使用４次

刷卡支付全額國際機票或旅行社國外團費80%以上

可享特約停車場全年不限次數、每次最多7天

特約停車場：桃園國際機場、臺中航空站(清泉崗機場)及
高雄國際航空站(小港機場)外圍之合作民營停車場

免費汽車道路救援
享同縣市不限里程或跨縣市50公里以內免費道路救援及急修服務

歸戶登錄生效日起一年上限3次   限正卡登錄1輛車號

※分期零利率產品：零手續費、零總費用年百分率 ※循環利率：5.88%～15%(依本行電腦評等而
訂，基準日：2015/9/1)※預借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x3.5%+(
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2.5歐元) ※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為準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附加權益

檢核系統密碼
線上重設

玉山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