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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鈦商卡



2 機密資料僅限內部使用

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專屬優惠

回饋無上限

◼刷一般消費享東森網連通業績點數(PV)回饋

東森網連通悠遊鈦商卡(Master Card)

正卡核卡後30天內

【擇一適用】

新戶定義：從未持有永豐銀行信用卡或停卡已滿6個月(含)以上之客戶



3 機密資料僅限內部使用

▪正卡3,000元/附卡1,500

▪首年免年費

▪消費達檻免年費-年消費3.6萬或12

次

-使用行動/電子帳單且取消實體帳

單，正附卡皆享免年費優惠。

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卡片服務

▪ Master Card鈦金商務卡

▪感應式晶片

▪悠遊卡功能

▪三仟元以下免簽名

▪支援行動支付

Apple Pay / Google Pay

/Samsung Pay / Garmin Pay

/Fitbit Pay

年費優惠發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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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綜合險

◼2,000萬旅行平安險

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卡友服務

機場接/送禮遇

◼428元起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
額或80％以上團費
*團費單筆需達NT$1萬以上
*須接送日二個工作日 (連續假日五個
工作天)前完成預約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
票全額或80％以上團費

機場停車禮遇

◼一年3次每次最長7天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
額或80％以上團費並於刷卡後3個月內
預約使用完畢

*桃園機場-五福停車場及小港國際機
場-大鶻停車場

◼24小時全年無休

各項禮遇、服務及海外緊急救援

*尊榮秘書服務專線
24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
866-288
國外付費電話：+886-4-2206-
2303
*服務提供者：肯驛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尊榮秘書服務

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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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世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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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專屬優惠

回饋無上限

◼刷一般消費享東森網連通業績點數(PV)回饋

東森網連通悠遊世界卡(Master Card)

新戶定義：從未持有永豐銀行信用卡或停卡已滿6個月(含)以上之客戶

正卡核卡後30天內 正卡核卡後3個月內

一般消費

滿20萬以上

一般消費

滿50萬以上

【擇一適用】 【擇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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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卡片服務

▪ Master Card世界卡

▪感應式晶片

▪悠遊卡功能

▪三仟元以下免簽名

▪支援行動支付

Apple Pay / Google Pay

/Samsung Pay / Garmin Pay

/Fitbit Pay

年費優惠發卡品牌

▪正卡20,000元/附卡6張以內免年費

▪首年免年費

▪消費達檻免年費-年消費3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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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卡友服務

◼ 24小時全年無休
各項禮遇、服務及海外緊急救援

*尊榮秘書服務專線
24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866-288
國外付費電話：+886-4-2206-2303
*服務提供者：肯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尊榮秘書服務

高額旅行綜合險

◼ 5,000萬旅行平安險+
1,000萬元海外全程意外險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額
或80％以上團費

機場接/送禮遇

機場貴賓室禮遇

◼一年6次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額
或80％以上團費

*團費單筆需達NT$2萬以上
*當次出國至多使用2次並須於刷卡後2
個月內使用完
*限本人使用

機場停車禮遇

◼一年3次每次最長7天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
額或80％以上團費並於刷卡後3個月內
預約使用完畢

*桃園機場-五福停車場及小港國際機
場-大鶻停車場

◼ 428元起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額
或80％以上團費
*團費單筆需達NT$1萬以上
*須接送日二個工作日 (連續假日五個工
作天)前完成預約

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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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消費定義

一般消費定義係以消費日為準，正、附卡合併計算，分期付款以消費日為準，並

以其總金額歸入首期計算。

不含富邦人壽（含原ING安泰人壽）保費、三商美邦人壽保費、特定行銷專案保

費(包含但不限於法國巴黎/安聯…等特定專案保費)、永豐銀行代扣基金、公共事

業費用、信用卡自動儲值金、預借現金、餘額代償、稅款、燃料費、學費、規費

、罰款、循環利息、違約金、年費、手續費、退貨、退費、取消、透過各繳費及

支付平台(包含但不限於有無繳納手續費之i繳費、醫指付APP、e-Bill 全國繳費網

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等) 繳納之各項費用、透

過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小額支付平台之特約商店之消費(如便利超商、速食店、停

車費等)、全聯福利中心消費、便利商店(7-11、全家等)消費、特定行銷專案或其

它經本行公告不回饋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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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年滿20歲之本國國民
且於聯徵中心無信用註記者
學生身分必須有固定收入來源
並檢附家長同意書

✓年滿15歲以上且符合申辦附卡資格
經正卡申請人同意者可申請附卡
若為學生可申辦家長之附卡

➢附卡申請資格
✓附卡申請人僅限正卡人之父母、子女
、兄弟姊妹、配偶、配偶之父母

聯名卡申請資格

財力證明文件請擇一檢附
或

勾選同意調閱不動產謄本

身分 檢附資料

永豐存戶、理財戶 往來存款餘額>5萬元以上，無需提供財力證明

名下有不動產者 無需提供財力證明，申辦時勾選同意調閱申請
人名下不動產電子謄本

名下有收入證明 擇一提供
• 任一金融機構網銀畫面(畫面需含帳戶戶名，

如存款紀錄、基金、股票，餘額5萬以上)
• 近三個月內 ATM餘額單(含提款卡正反面影

本或存摺封面，餘額5萬以上)
• 近期薪資證明：薪資單、在職薪資證明(需

蓋有公司大小章或發票章)
• 近2個月薪轉匯入記錄
• 近一年度扣繳憑單、所得清單

名下有其他收入證
明

擇一提供
• 網路/行動銀行畫面或 ATM餘額證明

- 存款餘額>10萬元以上
- 含完整帳號戶名，若無需加提款卡正反
面或存摺封面影本

掃碼上傳補件

申請資格及說明

東森網連通世界卡

申辦條件：
年收入150萬元以上或信用卡額度20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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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增補相關資料(如身分證或財力證明等)請掃右方Qrcode進行上傳缺補文件

• 簡單3分鐘，快速加入東森網連通聯名卡行列

QR code 線上辦卡

※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至永豐銀行網站查詢，永豐銀行保留隨時修改或變更之權利。 上傳缺補文件

Step6
申請結果

Step5
上傳資料

(財力證明及身分證)

Step2
線上申辦

Step3
身分驗證

Step4
填寫基本資料

Step1
掃描QR code

(非永豐卡友，可選擇他行卡辦卡)

東森網連通世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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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身分選擇 相關條款 確認資料
資料填寫
其他資料

資料填寫
基本資料

身分驗證

 ID
財力證明

上傳證件

永豐大小網 全程填寫5分鐘

送出申請雙因認證 ID+OTP
個資條款

進件流程說明

申請流程 身分選擇 相關條款確認資料身分驗證

永豐大小網 全程填寫3分鐘

送出申請

雙因認證 (ID+OTP)
個資條款

 新戶持他行卡驗證

 永豐存戶

0

紙本申請
送件

資料
填寫

直接寄回即可
附上財力及
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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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填寫範例1／2

申請卡別及資料
請務必填寫完整

1

加盟店主或實習店主
編號請務必填寫完整

2

0 2 2 3 2 0 1 1 1 1

20200302@sinopac.com

V

V

陳 永 豐

0  9  2  0    1  2  3  1  2 3

A 1 2 8 1 3 1 3 1 3

V

77 11    11

100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號12樓

永 豐 銀 行

新興支付部 X  XX  X X

0 2 2 3 2 0 1 2 3 4

V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7號12樓

100

0 2 2 3 2 0 1 1 1 1

V

V

V

請務必勾選及簽名
3

V

V

為免影響您的
分潤權益，請
務必勾選及簽
名喲！

1 2 3 4 5 6 7 8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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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填寫範例2／2

提供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陳 永 豐

V

V

5

請務必填寫推薦人加盟店主或
實習店主編號

6

其它申請項目
4

□基本資料填寫所有欄位務必填寫
（申請及職業資料）

□加盟店主或實習店主編號請務必
填寫完整
□申請信用卡聲明同意事項勾選確
認及申請人簽名務必勾選及簽名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必須檢附
□財力證明必須檢附

新戶送件確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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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及財力證明檢附文件

★申請資格★

歡迎您申請永豐銀行信用卡，正卡申請人年齡須滿20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且具
有獨立穩定之經濟來源與充分之還款能力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及所得或財力等可
證明還款能力之相關資料。

1. 108年度扣繳憑單或國稅局各式報稅憑單證明。
2. 任一金融機構網銀畫面(畫面需含帳戶戶名，如存款紀錄、基金、股票，餘額5萬

以上)。
3. 近三個月內 ATM餘額單(含提款卡正反面影本或存摺封面，餘額5萬以上)。
4. 近期薪資證明:薪資單、在職薪資證明(需蓋有公司大小章或發票章)。
5. 近兩個月薪資轉帳(含帳號戶名)。
6. 房屋所有權狀(建物謄本、房屋稅單)。

★財力檢附文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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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優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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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享優惠

網路購物刷最高3,300元各大百貨、OUTLET
滿額最高1,600回饋

四大通路分期享首期金
免付

外送服務最高折100元超市刷永豐免登錄享
優惠最高享10%回饋

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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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享優惠

訂房Expedia、agoda、
Booking.com…等88折起

電信通路最高送1,000元 GoShare 10%優惠，
Gogoro購車最高享700元

國外消費/航空/免稅最高
3.5%、全球特店最高回
饋3,000元

加油天天最高降1.2元

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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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尊榮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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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專屬禮遇

1.本優惠適用「東森網連通世界卡」正附卡持卡人且限持卡人本人使用
，每人每月限一次，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2.本優惠不接受持卡人於餐廳直接使用且不可與其他優惠併用。
3.各餐廳之平假日定義、不適用日期及期限條件皆依餐廳規定辦理，本
活 動皆有名額限制，如訂購額滿請改訂其他餐廳或於下週提早訂購。

4.本優惠由萬事達卡提供，詳細活動辦法、注意事項及其他未盡事宜請
依 MasterCard網站公告為準www.mastercard.com.tw。

使用本優惠需先於網站
www.johoo777.com購買，並以東森
網連通世界卡刷卡付費，付款成功將發
送簡訊及e-mail告知優惠序號。
本優惠服務之使用流程、結帳及退款等
相關之使用方法，皆以活動網站
www.johoo777.com規定為主。

http://www.mastercard.com.tw/
http://www.johoo777.com購買/
http://www.johoo777.com規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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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Just Sleep等多家住宿禮遇，歡迎上網查詢！
1.須先於網站：www.johoo777.com索取優惠，
索取成功將發送簡訊及e-mail告知優惠序號。憑
簡訊上的優惠序號，致電東南旅行社(02)2511-
0519分機2711、2712、2713、2714、2715、
2704(台北美福、台南晶英請致電飯店)預約住宿
日期並以「東森網連通世界卡」結帳，即可享有
優惠。
2.每卡每月限索取一次，每月1日上午10:00開始
索取，每月限量優惠名額，如索取已滿，請於下
月提早索取。
3.本優惠由萬事達卡提供，詳細活動辦法、注意事
項及其他未盡事宜請依MasterCard網站公告為準
www.mastercard.com.tw。

優惠內容：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尊享精選球場
擊 球優惠，請須依預約程序事先完成預約，
恕無法於球場現場直接適用。
使用優惠方式：
使用早球或平日優惠須先至
www.johoo777.com，索取優惠序號。
成功後，將發送簡訊及e-mail通知，請憑簡
訊上優惠序號至Golface高爾夫隨時訂預約
擊球。每月1日上午10:00開放索取，每月限
量優惠名額，如索取已滿，請於下月提早索
取。每卡每月限索取一次。

高爾夫球優惠價禮遇

●大溪高爾夫球俱樂部2,850元起

●北海高爾夫鄉村俱樂部1,730元起

●台中高爾夫俱樂部1,550元起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1,530元起

●棕梠湖渡假村高爾夫球場1,840元起

●旭陽高爾夫俱樂部1,950元起

特選飯店享平日住房優惠禮遇

東森網連通世界卡-專屬禮遇

http://www.johoo777.com索取優惠/
http://www.mastercard.com.tw/
http://www.johoo7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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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專屬禮遇

Freeliving看電影

◼線上訂購電影票可享優
惠價格

優惠預約方式：使用樂活網 Free 
Living—訂電影票網站

ez訂訂票

◼至ez訂訂票平台購票
享折抵NT$100元

優惠預約方式：
需先至www.johoo777.com預約

*預約時間：須於開演2小時前至本網站預約劃位
*每筆訂單至多購買4張電影票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
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買一晚送一晚每房加贈精美
禮物

每次使用前需優惠預約方式：
需先至www.johoo777.com預約

Just Sleep捷絲旅

*需預約取得簡訊，憑簡訊上的優惠序號，至電
Just Sleep+886-2-7735-5005(適用林森館、三重館、礁溪館、花蓮中
正館、高雄站前館)*本優惠每人每月限索取一次。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
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foodpanda

◼ 購餐滿額享最高NT$230元
折抵

◼ 新會員購餐滿NT$450享新
台幣230元折抵

*使用本優惠須先於網站：
www.johoo777.com索取優惠序號，成功將發送簡訊及e-mail
告知優惠序號。即可使用簡訊上的優惠序號
*本優惠每人每月限索取一次，每卡限購2張。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
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
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須先於網站索取優惠序號 ： www.johoo77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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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指定五星級飯店及餐廳並於用餐前出示東森
網連通鈦商卡且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
*不適用：國定假日、農曆新年期間及飯店公告
之特殊日期。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
情及未盡事宜詳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指定五星級飯店午、晚餐
享85折起

WiFi最低99元起
◼ 日本、韓國無流量限制三天99元
◼ 獨享全亞洲，三天149元
◼ 歐美澳紐非，五天599元

*實際網路覆蓋國請參考享租官網商品說明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
及未盡事宜詳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國際機場接送
預約網址http://www.24tms.com.tw

*每次使用前需刷本人當次出國機票全額或80％以上團費
且總金額達1萬元以上
*每人每卡別一年限使用4次接或送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
宜詳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 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縣至
桃園國際機場、台中市至台
中國際機場、高雄市至高雄
國際機場接送428元起。

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專屬禮遇

http://www.mastercar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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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 早鳥優惠價 平日果嶺費優惠價 假日果嶺費優惠價

台北北海高爾夫俱樂部 1,980元 2,480元 3,380元

桃園大溪高爾夫俱樂部 3,300元 4,000元 6,250元

台中高爾夫俱樂部 1,800元 2,080元 2,380元

南投南峰高爾夫俱樂部 2,070元 2,690元 2,970元

嘉義棕梠湖渡假村高爾夫球場 2,090元 2,790元 NA

旭陽高爾夫俱樂部 2,350元 2,350元 3,000元

台南高爾夫俱樂部 1,780元 2,099元 2,599元

高雄大崗山高爾夫球場 2,530元 2,870元 3,540元

高爾夫優惠1,780元起

◼ 東森網連通卡尊享指定高爾夫
球球早鳥/平/假日果嶺優惠價
禮遇

*所有金額含果嶺/桿弟/球車/保險等金額；各球場未滿”北海2客/大溪、台中、南投、嘉義、台
南、高雄4客”須補桿弟，球車差額
*本優惠由Master card國際組織提供，活動詳情及未盡事宜詳www.mastercard.com.tw查詢

東森網連通鈦商卡-專屬禮遇

預約網站：https://tickets.golface.com.tw/home/master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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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