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壽刷卡懶人包
刷哪張卡繳保費最划算？信用卡攻略看這裡！

( 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以各銀行官方網站公告為準 )

【各家信用卡優惠】

中國信託

 寰遊美國運通卡(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1.68%現金回饋無上限

 刷任一中信卡【分期0利率】 (2021/12/31截止)

刷卡繳國內保費，登錄享信用卡額度內6期或12

期0利率

玉山銀行

 世界卡(2021/12/31截止)

1. 刷壽險保費享1% 現金回饋，回饋無上限

 Pi 信用卡(2021/08/31截止)

1. 單筆保費須達3,000元(含)以上，

登錄享【12期】0利率(同享1.5% P幣回饋無上限)

 玉山Only卡(2021/06/30截止)

1. 最高享8倍紅利回饋 (折帳單等同3.2%回饋)

2. 不適用12期0利率

 刷任一玉山卡享12期0利率 (2021/06/30截止)

刷卡繳國內保費達NT$3,000 (含)以上，登錄享

12期0利率，可享有原信用卡之回饋(玉山Only

卡不適用)

台北富邦

 富邦鑽保卡/尊御世界卡(2021/06/30截止)

刷保費享優惠二選一：

(1) 最高12期分期0利率

(2) 0.5%現金回饋無上限

 富邦J卡/JU卡(2021/06/30截止)

刷保費享LINE POINTS回饋0.5%，無上限

 富邦數位生活卡(2021/06/30截止)

刷保費享0.5％現金回饋無上限

 富邦momo卡(2021/11/30截止)

刷保費享優惠二選一：

(1) 最高12期分期0利率

(2) 0.5% momo幣回饋無上限

樂天銀行

 樂天信用卡(2021/04/30截止) 

1. 單筆保費滿額，最高回饋3.5%

• 單筆滿100,000元，回饋3,500元刷卡金

• 單筆滿50,000元，回饋1,300元刷卡金

• 單筆滿6,000元，回饋150元刷卡金

2. 活動期間累計保費較去年同期新增10,000元以上

者享200元刷卡金回饋(限量1000名)

台新銀行

 保費刷台新，最高2.8%回饋(2021/06/30截止)

活動期間使用使用台新信用卡扣繳保費，最高可

享2.8%刷卡金回饋或享12期分期0利率。

1. 滿30,000元，享300元刷卡金(限量2,000份)

2. 滿50,000元，享600元刷卡金(限量750份)

3. 滿100,000元，享1,300元刷卡金(限量450份)

4. 新戶加碼贈：單筆滿30,000元，再享加碼

200元刷卡金(限量2,000份)

最高享2.8%回饋

*新戶保費30,000元刷財富無限卡享最高1.2%回饋

360元、滿額回饋300元刷卡金及【新戶加碼贈】

200元，合計獲得860元刷卡金，最高享2.8%回饋

星展銀行

 星展Eco永續卡

保費最高享3%現金積點

 星展炫晶商務御璽卡

保費享1.2%刷卡金

 星展飛行世界商務卡

保費享每NT$18=1點飛行積金

 星展飛行鈦金卡

保費享每NT$18=1點飛行積金

 星展everyday鈦金卡

保費享每NT$25=1活利積分



元大銀行

 元大分享御璽卡/分享鈦金卡(2021/06/30截止)

當月累積一般消費(排除指定保費金額)滿額享現

金回饋，上限為1,000元/每月：

(1) NT$8000以上：以1.18%計算現金回饋

(2) NT$1~NT$7,999：以0.5%計算現金回饋

 元大世界卡(2021/06/30截止)

享原保費一般消費0.3%現金回饋外，刷保費加

碼0.7%現金回饋，每戶最高上限NT$500/月

 元大分享黑啤卡(2021/06/30截止)

(1) 0.5%鑽金紅利回饋無上限

(2) 單筆保費滿NT$500，享12期分期0利率

 元大Life卡(2021/06/30截止)

(1) 繳保費享現金紅利回饋1.2%

新光銀行

 鼎鑽財富無限卡(2021/06/30截止)

刷保費享最高 1.1%現金回饋無上限，於「當期

帳單之新增消費」中折抵

凱基銀行

 凱基銀行信用卡

(1) 滿額享最高12期0利率(2021/12/31截止)

(2) 最高賺2.2%刷卡金回饋(2021/6/30截止)

• 單筆保費滿NT$20,000(含)以上，登錄享

最高1%回饋(含原權益，上限1,200元)

• 單筆保費滿NT$80,000(含)以上，登錄享

最高2.2%回饋(含原權益，上限1,600元)

• 同時登錄優先判斷參加【保費0利率分期】

國泰世華

 保費滿額享12期0利率(2021/12/31截止)

(1) 每筆保費1.2%回饋金(每戶每月回饋上限

400元)

(2) 參加本活動者，不可再享有「保費加碼1%

回饋」活動優惠(活動至2021/02/05截止)

花旗銀行

 現金回饋PLUS鈦金卡(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最高2%現金回饋，上限NT$60,000元/

年

匯豐銀行

 現金回饋御璽卡 (2021/06/30截止) 

(1) 單筆超過NT$1,000(含)以上現金回饋最高

1.22% 無上限

(2) 首刷最高享刷卡金 1,000元

 刷任一匯豐信用卡，首刷保費享刷卡金回饋

(2021/06/30截止) 

(1) 2018/01/01~2020/12/31未曾以滙豐信用卡扣

繳任一保險費

(2) 計算2021/01/01~2021/06/30累積保費金額：

• 累積38萬：回饋2,500元刷卡金

• 累積88萬：回饋6,865元刷卡金

• 累積168萬：回饋18,145元刷卡金

• 累積268萬：回饋34,300元刷卡金

(3) 同一身分證號之正卡持卡人每人擇優回饋乙次，

不得跨卡累計

(4) 可與其他匯豐信用卡原有回饋併用，原有回饋

依各卡別原回饋方式為準

聯邦銀行

 賴點一卡通御璽卡(2021/12/31截止)

(1) 刷保費享LINE POINTS 2% 無上限

(2) 須於LINE Pay申辦電子化帳單及綁定聯邦賴點

卡

(3) 單筆滿NT10,000元，登錄再享最高12期0利率

 幸福御守卡(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優惠二選一：

(1) 保費享3期、6期、12期分期0利率

(2) 當月非保險類的一般消費達3,600元，享

保險類交易1.2%回饋

日盛銀行

 日盛銀行信用卡(2021/12/31截止)

登錄刷保費享優惠二選一：

(1) 每筆保費1.2%回饋金(每戶每月回饋上限

400元)

(2) 單筆保險費金額達NT5,000元(含)以上，

享自動分6期0利率

(3) 不含無限卡



華南銀行

 Combo Life御璽卡/鈦金卡 (2021/12/31截止)

當期帳單保費累積金額達NT$3,000(含)以上，

可享1%回饋(0.8%現金回饋+0.2%紅利回饋)，

現金回饋上限為NT$300

 華南櫃買贏家生活卡(2021/12/31截止)

繳保費享1%(0.8%現金+原0.2%紅利)回饋無上

限

 中國醫藥大學暨附設醫院晶緻認同卡

(2021/12/31截止)

繳保費享1%現金回饋，現金回饋上限為

NT$300，正附卡合併計算，與「一般消費最高

2%現金回饋」無法並用

永豐銀行

 永豐保倍卡 (2021/12/31截止)

(1) 刷保費享1.2%回饋無上限

(2) 單筆保費滿NT$3,000，3期分期0利率；

單筆保費滿NT$6,000，3期、6期、12期分期0

利率

 財富無限卡/世界卡/幣倍卡/DAWHO現金回饋

卡/現金回饋卡/Me Card(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1.2%回饋無上限

 鈦豐卡(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1%回饋無上限

 永豐興大分行限定版Debit卡/DAWHO現金回

饋Debit (2021/12/31截止)

刷保費享1.1%回饋無上限

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信用卡(2021/12/31截止)

登錄刷保費享優惠二選一：

(1) 12期分期0利率

(2) 享1.1%現金回饋(含卡片原始回饋)

(3) 不含政府採購卡、商務卡、VISA Debit卡

**整理自各銀行刷卡優惠網頁，資料僅供參考，實際內容以各銀行官方網站公告為準／更新日：2021/04/12**

Control Number：DB-2104-2304-0201

兆豐銀行

 Mega One一卡通聯名卡 (2021年12月帳單結

帳日止)

(1) 刷保費享1%現金回饋無上限

(2) 保費金額達NT$6,000，即享「12期分期0利率」

王道銀行

 O-Bank簽帳金融卡(2021/12/31截止)

刷國內保費享1%現金回饋無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