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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優惠專屬優惠專屬優惠專屬優惠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活動期間活動期間：：：：即日即日即日即日起至起至起至起至 101010109999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3331111 日日日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國國國國    

旅旅旅旅    

振振振振    

興興興興    

方方方方    

案案案案    

 

搭乘搭乘搭乘搭乘「「「「高雄捷運高雄捷運高雄捷運高雄捷運」」」」    

享有票價享有票價享有票價享有票價週末週末週末週末 7777 折折折折    

 

一、週末優惠(週六及週日)：享刷卡車資 7折直接優惠。 

二、注意事項： 

(一)車資將於當日彙整並計算折扣優惠，帳單所示車資為折扣後車

資，持卡人無須於使用前申請。活動期間每月限前 40,000 份可

享此周末優惠。 

(二)本行有權檢視各項交易行為，倘涉及不當行為，將排除參與本活

動，並隨時調整、修改、暫停或終止本活動辦法；詳細活動內容

及注意事項依各通路公告為準，本行、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及高雄

捷運保留活動內容變更、終止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MastercardMastercardMastercardMastercard 搭淡海輕搭淡海輕搭淡海輕搭淡海輕

軌天天享軌天天享軌天天享軌天天享 5555 折折折折    

  於活動期間 2020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含)止，每日

使用任一 Mastercard 感應式 (contactless) 信用卡、Debit 卡、

手機、穿戴裝置等，搭乘淡海輕軌，即享車資五折優惠。活動期間

優惠限前 50,000 次優惠次（以進站時間為準），數量有限，發送完

為止，本優惠次數若於活動期間內已使用完畢，萬事達卡將不另外

公告。 

注意事項，請詳網頁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offers/%E6%B7%A1%E6%B5

%B7%E8%BC%95%E8%BB%8C?Oid=202005290001&issuerId=&productId

=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精選國內旅遊優惠精選國內旅遊優惠精選國內旅遊優惠精選國內旅遊優惠 

Expedia: 88 折 (促銷優惠代碼 MASTERTW12)  

預訂期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9月 30 日止 

住宿期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止 

Hotels.com: 92 折 (促銷優惠代碼 MASTERCARDYRO) 

預訂期間：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住宿期間：即日起至 2021 年 3月 31 日止 

Booking.com: 最高 10%現金回饋 

本優惠有效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注意事項，請詳網頁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programs/%E5%88%B7%E8%

90%AC%E4%BA%8B%E9%81%94%E5%8D%A1__%E6%8C%AF%E8%88%88%E4%BD

%A0%E7%9A%84%E7%8E%A9%E5%BF%83?id=202005290001&issuerId=&p

rodu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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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娛娛娛娛    

樂樂樂樂    

豪豪豪豪    

華華華華    

饗饗饗饗    

宴宴宴宴    

 

KKBOX PrimeKKBOX PrimeKKBOX PrimeKKBOX Prime    

買買買買 60606060 天送天送天送天送 60606060 天天天天    

一、享有買 60 天送 60 天優惠方案[即 120 天新臺幣(下同)398 元]，

第 121 天恢復原價每月 199 元。 

二、注意事項： 

(一)每卡及 KKBOX 會員帳號皆限享用一次優惠，若曾申辦過此優惠方

案者不得再適用本方案，且須受 KKBOX《使用條款與隱私權政策》

之限制。 

(二)若申購後於優惠期間內取消訂購者，剩餘的優惠將無法再使用或

要求折抵現金。 

(三)本優惠不得與 KKBOX 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用。 

(四)本行、KKBOX 及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活動之權

利。 

 

CATCHPLAYCATCHPLAYCATCHPLAYCATCHPLAY    

買買買買 1111 個月送個月送個月送個月送 1111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一、登入本行「個人網銀」得分別索取正、附卡人之 CATCHPLAY 線上

影音優惠代碼，並於 CATCHPLAY 官網進行註冊、輸入優惠代碼，

即可享有買 1個月送 1個月優惠方案(即前 2個月 199 元，第 3

個月起每月 199 元)。 

二、注意事項： 

(一)每卡限一組優惠代碼，經兌換後即不得取消。 

(二)所有與本優惠之相關權利義務及規定以《CATCHPLAY》官網說明

為準。 

(三)本行、CATCHPLAY 及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活動

之權利。 

 

LiLiLiLiTVTVTVTV 豪華組合餐豪華組合餐豪華組合餐豪華組合餐    

買買買買 1111 個月送個月送個月送個月送 1111 個個個個月月月月    

一、LiTV 豪華組合餐每月原價 299 元，刷本卡享有買 1 個月送 1 個月

方案(即前 2個月 299 元，第 3個月起每月 299 元)。 

二、LiTV 豪華組合餐特色說明： 

(一)400 台電視頻道： 

包括新聞、財經、體育、綜藝、電影、戲劇、卡通、兒童、生活、

學習、綜合、闔家、熱播綜藝與戲劇整套看等各類型頻道。 

(二)6 大館隨選影片：電影、戲劇、動漫、綜藝、兒童、蒙福人生隨

選影片，隨選隨看。超過 4 萬小時，熱門內容週週更新，1080P

高畫質免看廣告。 

(三)一個帳號可跨載具觀賞：電視、電腦、手機、平板、機上盒皆可

使用。  

三、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亦不得要求折抵現金、退款。 

(二)使用優惠期滿後第 3個月開始，每月自動扣款 299 元，以維護觀

看品質不間斷，若需取消自動扣款之功能，需自行電洽 LiTV 客

服取消：(02)7707-0708。  



3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三)LiTVLiTVLiTVLiTV 需於網路環境下使用需於網路環境下使用需於網路環境下使用需於網路環境下使用，，，，若欲觀賞若欲觀賞若欲觀賞若欲觀賞 1080P1080P1080P1080P 畫質畫質畫質畫質，，，，建議頻寬為建議頻寬為建議頻寬為建議頻寬為

20Mbps20Mbps20Mbps20Mbps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四)本行、LiTV 及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活動之權

利。 

國國國國    

外外外外    

消消消消    

費費費費    

優優優優    

惠惠惠惠    

 

GLOBAL WiFGLOBAL WiFGLOBAL WiFGLOBAL WiFiiii 分享器分享器分享器分享器 75757575 折折折折

及免運費優惠及免運費優惠及免運費優惠及免運費優惠，，，，再享行動再享行動再享行動再享行動

電源免費租借電源免費租借電源免費租借電源免費租借    

一、活動期間於 GLOBAL WiFi 網站線上預訂並輸入優惠代碼(彰銀 My

樂現金回饋卡卡號前 6碼)，即享 WiFi 分享器 75 折優惠及寄件免

運費，再享 行動電源免費租借。 

．日本 4G SOFTBANK 303ZT 吃到飽(日本領取/歸還)，享每日 85

元優惠。 

．日本 4G SOFTBANK 303ZT 吃到飽，享每日 95 元優惠。 

二、注意事項，請詳網頁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offers/GLOBAL_WiFi_?Oid=20

1911270315&issuerId=&productId= 

三、本行與無限全球通移動通信股份有限公司(GLOBAL WiFi)保留隨

時終止或變更活動之權利。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Easy SavingsEasy SavingsEasy SavingsEasy Savings 樂賞利樂賞利樂賞利樂賞利」」」」

現金回饋優惠現金回饋優惠現金回饋優惠現金回饋優惠 

一、於指定特約商店消費，除原有卡片權益之現金回饋外，再享最高

10%現金回饋。 

二、指定特約商店主要類別：飯店住宿、餐廳、加油及商務服務。 

三、指定特約商店及注意事項，請詳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官方網站。 

四、本行及萬事達卡國際組織保留隨時終止或變更活動之權利。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    

精選電商優惠禮遇精選電商優惠禮遇精選電商優惠禮遇精選電商優惠禮遇 

刷萬事達卡 Fun 購全世界 

不出門，照樣狂掃全球時尚 

第二波電商優惠，徹底解放你的購物慾！ 

 

BNKR 流行時裝 / 8 折優惠 

COGGLES 流行時裝  / 85 折優惠 

LUISAVIAROMA 流行時裝 / 最高 88 折優惠 

MyBAG 名牌包款 / 85 折優惠 

allsole 精品鞋履 / 85 折優惠 

THE HUT 綜合精品 / 85 折優惠 

BEAUTY EXPERT 美妝保養 / 78 折優惠 

HQhair 美妝保養 / 78 折優惠 

MANKIND 男性保養 / 78 折優惠 

注意事項，請詳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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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programs/%E5%88%B7%E8%

90%AC%E4%BA%8B%E9%81%94%E5%8D%A1_Fun%E8%B3%BC%E5%85%A8%

E4%B8%96%E7%95%8C?id=202002200003&issuerId=&product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