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展商務eco卡

會員權益手冊

與更美的地球相遇



隨心享受無限購，全因您用心愛地球

1. eco 現金積點，限時加碼國內外全面最高回饋 2%

2. 現金積點隨心兌換，積點折抵一鍵完成

3. 卡體採用環保材質，永續地球之美

綠色代步無負擔，輕鬆探索寶島美景

4.  電動機車充／換電資費享 5% 額外加碼回饋

5.  共享汽機車使用費享 5% 額外加碼回饋

環保永續，啟動生活綠意無限

6. 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7.  全球禮賓尊榮秘書

8.  刷卡消費即時通知

精選萬事達卡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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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優惠價最低 NT$528 起

10. 精選商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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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心享受無限購

全因您用心愛地球



eco 現金積點

加入現金積點活動 聰明兌換每筆回饋 

持星展商務 eco 卡，國內 1.5%，海外 3% 回饋無上限，限時加碼國內

消費全面回饋 2%!

現金積點回饋，現金積點 1 點 = NT$1 元，輕鬆兌換折抵帳單金額 !
 
• 國內消費享 1.5% 現金積點回饋

• 每月消費 <NT$20,000，國外消費享現金積點回饋 2.55%
• 每月消費 >=NT$20,000，國外消費享現金積點回饋 3.0%



現金積點回饋注意事項：

1. 星展商務eco卡現金積點回饋活動僅適用於星展商務eco卡正附卡持卡人。

2. 新增國內消費享現金積點回饋比率為 1.5%，新增海外消費享加碼現金積點

回饋比率至 2.55%。若消費達 NT$20,000 門檻則海外消費更額外加碼至

3% ！

3. 國內消費係指交易商店之國別為台灣地區且交易幣別新台幣之一般交易。

海外消費係指交易商店之國別非台灣地區或非以新臺幣為交易幣別並由本

行於帳單上同時列示收取該筆交易之國外交易手續費者。

4. 現金積點回饋計算週期及方式說明：

 現金積點回饋計算週期為每期帳單所列示之所有一般消費做計算。（正卡

與附卡合併計算）

 回饋計算方式為區分國內消費及海外消費後，以下列公式計算：

 國內外新增消費金額 × 1.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 [ 海外新增消費金額 × 1.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 海外

加碼倍數 0.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每月消費 >=NT$20,000
者，海外加碼倍數更改為 1]

 - 國內外退貨金額 × 1.5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 [ 海外退貨消費金額 × 1.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 海外

加碼倍數 0.7（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每月消費 >=NT$20,000
者，海外加碼倍數更改為 1]

 * 現金積點回饋之加總週期係以台灣時間之實際系統交易日為準，若廠商

請款日不在當期之帳單結帳週期，則該筆交易視為次月交易。

5. 星展商務 eco 卡正卡與附卡消費回饋之現金積點將合併計入正卡帳戶，並

列示於每月之信用卡帳單上。

6. 現金積點於每期回饋後，自該回饋週期之帳單結帳日開始計算有效期限 18
個月。逾期未兌換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持卡人無法再要求使用。

7. 所累積之現金積點，每 100 點可兌換刷卡金 NT$100，每次兌換總點數須

為 100 點之倍數，恕不接受畸零點數兌換。詳細兌換說明，請見”現金積

點兌換刷卡金”說明內容。

8. 可累積現金積點的刷卡消費金額僅限於一般消費而不包含：信用卡年費、

一卡通自動加值、循環信用利息費用、逾期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ex：

分期預借現金專案之每月應攤還本金、ATM 提領現金、賭場兌換籌碼等）、

分期付款之每月應攤還本金及其手續費及利息（ex：特約商店分期付款、

分期輕鬆購、帳單輕鬆分、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專案）、境外投資交易

平台（包含但不限於 eToro）（預定於民國 112 年 2 月 10 日生效）、餘

額代償、各項稅款（ex：個人綜合所得稅、查核定稅 、房屋稅、地價稅、

營業稅、牌照稅等）、各項政府機關規費及罰款、中華電信各項電信資費、

水／電／瓦斯（天然氣）等公用事業費用、學雜費、醫指付／電子化繳費

稅處理平台／「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適用之

事業機構及醫療院所請依各繳費平台網頁公告為準）、e 政府服務平台繳

款（包括但不限於學雜費、政府機關規費等）、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各項

手續費用、提供之信用卡小額支付特約商店之消費（ex：便利商店、連鎖

速食店等）等。申請各分期專案之手續費及每期應攤還本金、利息均無法

適用本行「現金積點」之累積活動。

9.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現金積點」活動之資格，所有

未兌換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

eco 現金積點

http://www.e-healthpay.com/news/hospital
https://www.fisc.com.tw/TC/News/Detail.aspx?sitemappage=1&PKey=338217c8-17ee-4990-a58e-ab7fb4440b05
https://www.fisc.com.tw/TC/News/Detail.aspx?sitemappage=1&PKey=338217c8-17ee-4990-a58e-ab7fb4440b05
https://www.nccc.com.tw/wps/wcm/connect/zh/home/BusinessOperations/CardBusiness


 (1) 持卡人自行停用可累積現金積點的卡片

 (2) 持卡人掛失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

 (3)  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

行續發新卡等情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約定事項之情況。

 (4)  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

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信用卡之權利者，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

項或信用卡使用權利恢復前，不得參加「現金積點」活動。

10. 若您以星展商務 eco 卡刷卡消費，而該筆消費有取消交易或退款（包括但

不限於辦理國外消費退稅等原因）之情事者，本行系統將自動於次期回饋

現金積點時，依取消交易及退款之金額按比例調整扣除；若持卡人信用卡

帳戶內所累積之現金積點不足或已全數兌換完畢，本行保留向持卡人收取

不足扣除之積點的權利。

11. 持星展商務 eco 卡，可將現金積點兌換為刷卡金，詳細活動規定辦法及限

制說明請參考本行官網說明：「現金積點兌換」

12.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另官

網與權益手冊內容若有不同，悉以本行官網公告內容為準。

[ 現金積點回饋計算範例說明 ]

林先生為星展商務 eco 卡新戶，2020 年 6 月份帳單有下列消費，以「星展商

務 eco 卡」之現金積點回饋方式計算如下 :

消費入帳日 消費類別 消費金額
現金積點回饋

（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2020 年 6 月份帳單

6 月 5 日 國內加油 NT$5,000 (NT$5,000+NT$1,500+NT$8,000)
x1.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
數 位 ）+ [NT$8,000x1.5%（ 小 數
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x0.7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NT$2,000+NT$1,000) x1.5%（ 小
數 點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至 整 數 位 ）- 
[NT$1,000x1.5%（小數點以下四捨
五入至整數位）]x0.7（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至整數位）=218+84-45-
11= 246 現金積點

6 月 6 日 國內飯店 NT$1,500

6 月 7 日 國內商店退貨 NT$2,000

6 月 8 日 海外訂房網站 NT$8,000

6 月 11 日 海外退稅 NT$1,000

現金積點回饋合計（將顯示於次期帳單）：NT$246

eco 現金積點



國內消費加碼回饋注意事項 :

1. 本優惠限 2023/06/30 前申辦並且成功核卡之星展商務 eco 卡正附卡持卡

人享有。

2. 新增國內消費享現金積點加碼回饋比率為 0.5%，加碼回饋部分依每期帳單

計算，2023/01/01 ∼ 2023/06/30 每期帳單加碼回饋上限為現金積點 5,000
點。

3. 國內消費係指交易商店之國別為台灣地區且交易幣別新台幣之一般交易。

4. 國內消費加碼回饋計算週期及方式說明：

5. 現金積點回饋計算週期為每期帳單所列示之國內一般消費做計算。（正卡

與附卡合併計算）

6. 國內新增消費金額 × 0.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

 * 現金積點回饋之加總週期係以台灣時間之實際系統交易日為準，若廠商

請款日不在當期之帳單結帳週期，則該筆交易視為次月交易。

7.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現金積點」加碼活動之資格，

所有未兌換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

 (1) 持卡人自行停用可累積現金積點的卡片。

 (2) 持卡人掛失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

 (3)  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

行續發新卡等情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約定事項之情況。

 (4)  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

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信用卡之權利者，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

項或信用卡使用權利恢復前，不得參加任何「現金積點」活動。

8. 其他現金積點回饋注意事項及現金積點兌換說明，請參閱本產品官網 : 「現

金積點回饋活動」及 「現金積點兌換」。

9.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另官

網與權益手冊內容若有不同，悉以本行官網公告內容為準。

eco 現金積點



積點折抵 一鍵完成

即時折抵消費，更快速、更有感！

登入星展 Card+ App，輕鬆兌換點數，累積 100 點現金積點即可兌換。

更可以即時折抵消費，體驗前所未有的數位化魅力！

* 兌換刷卡金注意事項 連結

①

③

④

②

登入「星展 Card+」App

輸入兌換點數

兌換完成

點選「兌換」，選擇您想要折抵的消費或

點選「兌換刷卡金」

https://www.dbs.com.tw/iwov-resources/pdf/reward-tnc/cash.pdf


現金積點兌換刷卡金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2023/01/01 ∼ 2023/06/30。本活動限正卡持卡人兌換，現金

積點兌換刷卡金之處理時間約 5 個工作天。點數一經兌換恕不得更改或取

消。

2. 以現金積點兌換的刷卡金，將自動扣抵兌換後最近一個結帳日之新增消費。

最近一個結帳日如無新增消費，則順延扣抵。兌換之刷卡金回饋無法折抵

帳單信用卡年費、循環信用利息、逾期手續費、預借現金手續費及利息、

分期付款專案之手續費及利息（ ex：特約商店分期付款、分期輕鬆購、帳

單輕鬆分、來電輕鬆分等分期付款專案）、其他一般信用卡相關各項手續

費用。 

3. 使用現金積點兌換刷卡金，每次最低兌換點數門檻為 100 點，兌換點數總

額須為 100 的倍數，每 100 點可兌換刷卡金 NT$100，若帳上點數不足視

為兌換失敗。

4.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現金積點」活動之資格，所有

未兌換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持卡人自行停用信用卡、持卡人掛失卡片

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

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行續發新卡等之情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

約定事項之情況。此外，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

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信用卡之權利者，

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項或信用卡使用權利回復前，不得參加「現金積點」

活動。

5. 本行將於申請兌換後約 5 個工作天內自現金積點帳戶扣抵點數以兌換指

定金額之刷卡金回饋至正卡持卡人信用卡帳戶作為抵扣信用卡消費帳款之

用，恕不得要求領取現金或以溢繳款方式退款亦無法轉讓予其他卡片。

6. 現金積點回饋注意事項請參考星展商務 eco 卡權益手冊「現金積點回饋」

條款。

7. 申請人瞭解並同意星展銀行（台灣）提供線上申請信用卡現金積點兌換，

屬經申請人事先同意之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

之線上服務，故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

現金積點兌換刷卡金



卡體採用環保材質，永續地球之美

星展與您共同為環境永續盡份心力

星展商務 eco 卡為亞洲第一張利用可供生物分解材質（PLA）且燃燒不

產生有毒氣體之環保信用卡。星展商務 eco 卡採用的 PLA 材質獲歐洲

權威認證機構 TÜV 認證「OK Biobased」資格，證明 PLA 材質中的植

物原料佔比超過 99%。

什麼是 PLA材質？

PLA 的中文名稱為聚乳酸，生產時由玉米澱粉提煉製成，材料取自於自

然界可再生資源。廢棄時於特定環境條件下可供生物分解，或通過焚化

並產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與熱能。



綠色代步無負擔

輕鬆探索寶島美景



友善環境第一步，實現綠色消費

電動機車充電／換電資費享 5% 額外回饋

星展商務 eco 卡持卡人，享國內指定電動機車充電 / 換電服務資費額外

5% 現金積點回饋！

使用電動機車代步減少碳排放，城市探索無負擔 ! 活動期間內使用星展

商務 eco 卡於指定通路官方 APP 繳付資費方案全額，享額外 5% 回饋。

1

2

3

4

Lorem ipsum
Lorem ipsum cology
energy green whash.

Lorem ipsum
Lorem ipsum cology
energy green whash.

Lorem ipsum
Lorem ipsum cology
energy green whash.

Lorem ipsum
Lorem ipsum cology
energy green whash.

輸卡號 繳費 享 5% 加碼回饋

②① ③



電動機車充換電享回饋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適用於星展商務 eco 卡正附卡持卡人。

2. 為鼓勵綠色交通概念，使用電動機車替代傳統燃油機車為為星展商務 eco
卡指定綠色消費加碼項目，故除基本回饋 1.5% 外，再加碼電動機車充換

電資費通路回饋 5%，合計最高回饋 6.5% 現金積點。加碼回饋依每期帳單

計算，上限為現金積點 100 點。

3. 指定消費加碼認定：限使用各國內電動機車廠商官方 APP（目前包括：

Gogoro、Aeonmotor 宏佳騰、PGO、eMoving 等，未來若有新增之國

內電動機車廠商將再公告納入回饋範圍）指定星展商務 eco 卡繳付資費方

案全額，始符合回饋資格。本優惠認定之合格刷卡消費，須於信用卡帳單

明細有明確顯示交易名稱（例如：Gogoro–EC、Gogoro Network、綠捷

ｅ MOVING），始享回饋。若因帳單明細未顯示該商店名稱恕不適用本活

動加碼回饋。

4. 分期交易不適用本加碼回饋，本活動並排除使用轉帳匯款、電子票證、透

過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之交易（包含但不限於 街口支付、LINE Pay、歐付

寶、支付寶、GOMAJI Pay 等）。

5. 加碼回饋依前期信用卡帳單已入帳且符合之消費金額計算（交易入帳日依

本行實際作業情況為準），若因特店未請款導致消費未計算，恕無法參加

本加碼回饋活動。若有付款失敗、訂單取消、退貨或授權未完成之情事、

簽帳爭議或活動期間開始前之消費有刷退重刷之情事，該筆交易金額將不

予計入，若該筆交易金額之加碼現金積點已回饋予持卡人之情形下，本行

得自其後帳單中扣除此部分現金積點。若持卡人信用卡帳戶內所累積之現

金積點不足或已全數兌換完畢，本行保留向持卡人收取不足扣除之積點的

權利。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本加碼活動之資格，所有未兌換

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

 (1) 持卡人自行停用可累積現金積點的卡片

 (2) 持卡人掛失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

 (3)  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

行續發新卡等情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約定事項之情況。

 (4) 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

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信用卡之權利者，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項

或信用卡使用權利恢復前，不得參加本加碼活動。

6. 本活動期間從 2023/01/01 ∼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

之權利。

電動機車充換電享回饋



友善環境第一步，實現綠色消費

共享汽機車使用費享 5% 額外回饋

星展商務 eco 卡持卡人，享國內指定共享汽車 / 機車平台使用費額外 5%
現金積點回饋！

星展商務 eco 卡鼓勵資源共享概念，隨租隨還取代自行擁有；不但節省

交通開支，也是減少閒置資源浪費，間接達成節能減碳 ! 活動期間內綁

定星展商務 eco 卡於指定通路官方 APP 支付共享汽／機車租借使用費，

享額外 5% 回饋。

綁卡 支付 享 5% 加碼回饋

②① ③



共享汽機車使用費享 5% 額外回饋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適用於星展商務 eco 卡正附卡持卡人。

2. Wemo、iRent、ZOCHA、Zipcar 共享汽機車為星展商務 eco 卡指定綠色

交通加碼項目，除基本回饋 1.5% 外，再加碼通路回饋 5%，合計最高回饋 
6.5% 現金積點。加碼回饋依每期帳單計算，上限為現金積點 200 點。

3. 指定通路加碼認定：本優惠認定之合格刷卡消費，須於信用卡帳單明細有

明確顯示共享汽機車商店名稱（目前包含 Wemo 威摩科技、iRent 和雲行

動服務、ZOCHA 摩拓旅程、Zipcar），且限透過上開商店之官方 APP 以

星展商務 eco 卡支付消費，始享加碼回饋。分期交易不適用本加碼回饋，

本活動並排除使用轉帳匯款、電子票證、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之交易

（包含但不限於 街口支付、LINE Pay、歐付寶、支付寶、GOMAJI Pay 等）。

若因帳單明細未顯示該商店名稱恕不適用本活動加碼回饋。

4. 加碼回饋依前期信用卡帳單已入帳且符合之消費金額計算（交易入帳日依

本行實際作業情況為準），若因特店未請款導致消費未計算，恕無法參加

本加碼回饋活動。若有付款失敗、訂單取消、退貨或授權未完成之情事、

簽帳爭議或活動期間開始前之消費有刷退重刷之情事，該筆交易金額將不

予計入，若該筆交易金額之加碼現金積點已回饋予持卡人之情形下，本行

得自其後帳單中扣除此部分現金積點。若持卡人信用卡帳戶內所累積之現

金積點不足或已全數兌換完畢，本行保留向持卡人收取不足扣除之積點的

權利。

5. 持卡人若有以下任一情事者，將喪失參加本加碼活動之資格，所有未兌換

之現金積點將自動失效：

 (1) 持卡人自行停用可累積現金積點的卡片

 (2) 持卡人掛失卡片超過三個月未完成補發新卡手續

 (3)  持卡人被本行依信用卡約定條款終止該卡片之契約或卡片到期未獲本

行續發新卡等情事，或有違反信用卡其他約定事項之情況。

 (4) 持卡人若有延遲繳款、未繳款或未按時繳付最近一個月帳單上所示之最

低應繳款項、或被暫時停止使用信用卡之權利者，持卡人於繳清全部款項

或信用卡使用權利恢復前，不得參加本加碼活動。

6. 本活動期間從 2023/01/01 ∼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

之權利。

綠色交通 使用 Wemo、iRent、ZOCHA、Zipcar 共享汽機車享 5.0% 高額回饋



環保永續

啟動生活綠意無限



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持星展商務 eco 卡信用卡為其本人及家屬（限配偶及未滿 25 足歲之未婚子女：以下合稱被保險人）

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 80% 以上之旅遊團費，即可享有以下之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申請理賠方式：

理賠服務中心：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客戶服務專線：a.0800-888-508（上班日 9：00 ∼ 17：30）      b.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專線：＋ 886-2-23266758（24 小時）

理賠傳真專線：（02）2355-1980
客戶服務信箱：travel.tw@chubb.com

信用卡附加旅行平安保險適用保險法第 107條規定之資訊：
依據保險法第 135 條準用第 107 條之規定，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力。

承保內容
最高保險金額

（單位：新台幣）

旅遊平安保險

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旅行平安保險（限身故）
2,000 萬元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
10 萬元

移靈費用 3 萬元

旅遊平安險申請期限：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十日內

旅遊平安險必備申請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星展商務 eco 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及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交通運輸工具票根及訂位記錄證明影本

4. 出入境證明影本

承保內容
最高保險金額（單位：新台幣）

每人／每次事故 每卡／每次事故

旅遊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費用 － 7,000 元

行李延誤費用 － 7,000 元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 3 萬元 6 萬元

劫機費用 － 5,000 元

旅遊不便險必備申請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2. 被保險人以星展商務 eco 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及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3. 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4. 被保險人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5. 航空公司所開具之班機延誤／失接／登機被拒之班機延誤證明正本



安心旅遊保險保障注意事項：

1.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

星展商務 eco 卡支付於出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

之八十以上團費，若於保障期間內因意外事故致其須支付下列合理且必要

費用時，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嗣後取消前述公共

運輸工具或團費之交易者，即不負理賠之責。

2.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

星展商務 eco 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或百分之八十以上團費，於保

障期間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殘廢或死

亡者，依本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1)  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a. 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

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b. 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c. 
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2)  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

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3. 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傷害醫療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

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星展商務 eco 卡支付公共運輸工具若於保障期間

內，因於下列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期間遭受意外傷害事故，並自事故發生之

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就其實際醫療費

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份，給付實支實付醫療保險金，被保險人不

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診療；或前往不具有全民健康保險之

醫院住院診療者，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依被保險人實

際支付之各項費用之 65% 給付。但超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

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1)  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a. 於飛機原訂起飛前或抵達目的地機場後

五小時內，使用車輛直接往返機場期間；b. 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c. 
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2)  被保險人搭乘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限於搭乘及上下該「公

共運輸工具」之期間。

(3)  同一次傷害的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保險單所記載的每次傷害醫療保險金

限額。

4. 被保險人所使用之公共運輸工具票證，若係航空公司或旅行社提供之優惠

票、部份以優待憑證（ 含優惠憑證、兌換券、折價券、酬賓券、抵用券、

優待券、哩程數及信用卡點數等） 抵付票款、或任何繳交機會中獎獎金所

得稅所獲得的票證，而被保險人實際支付之金額未達該公共運輸工具票證

面額之百分之三十者，其信用卡旅遊平安險及旅遊不便險各項費用或損失

不在理賠範圍內。

5. 「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提供不特定大眾搭乘，行駛

於固定航、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但具有下列特性者，

均非本保險契約所稱之公共運輸工具：(1) 專供遊覽之用或無特定班表而載

運旅客者：如郵輪／ 遊覽車／ 觀光渡輪／ 觀光景點專用之交通工具等；(2) 
限於特定或可得特定之團體或個人搭乘者：如包機等；(3) 使用信用卡單獨

支付費用搭乘之國內大眾捷運系統、公共汽車（包含市區公車及客運）及

纜車。

6. 「日用必需品」係指下列物品：(1) 內、睡衣及其他必要之衣著鞋襪；(2)
盥洗用具及女性生理用品；(3) 每件日用必需品之賠償金額上限為新台幣柒

仟元整。

7. 「團費」係指被保險人整趟旅程所需之所有交通工具及住宿費用。

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8. 「公共運輸工具全部票款」包含票價、機場稅、兵險費用、燃油費用及其

它附加費用。

9.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特別不保項目：(1) 被保險人因受麻醉藥、大麻、鴉片、

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而致生之「旅行文件重置費用損失」不在理賠

範圍內；(2) 被保險人、其配偶、父母或子女之死亡或病危係因下列原因所

致者，其「行程取消費用及行程縮短費用」之損失不在理賠範圍內；(3) 自

殺、自殘或鬥毆行為。但為正當防衛者，不在此限；(4) 受麻醉藥、大麻、

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5) 飲酒後駕（騎）車，吐氣或血液所

含酒精成分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10. 班機延誤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於國外機場或轉機失

接地或搭乘本國離島航班及國內班機返回戶籍地時，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

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費用，於 「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1)
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班機延誤起飛達四小時以上者；(2) 被保險人所預定搭

乘之飛機班次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搭者；(3) 被保險人

所預定搭乘之飛機班次座位因超額訂位而被取消，於四小時內無其他飛機

可供其轉搭者；(4) 被保險人所預定之轉接班機因前班班機延誤而致失接，

於四小時之內無其他飛機可供其轉接者。

11. 行李延誤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處理

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但不含居住所

在地）六小時後仍未送達者，對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

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之費用，於「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

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後二十四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

12. 行李遺失購物費用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航空公司

處理不當，致被保險人隨行交運之行李遺失，或於飛機抵達目的地機場

（但不含或居住所在地）二十四小時後仍未送達者，亦在承保範圍內。對

於被保險人領回行李前為應急而購買必要之日用必需品所支付費用，於「行

李遺失購物費用保險金額」內負理賠責任，但最高以被保險人到達目的地

後一百二十小時內所須支出之費用為限。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

險金者，則依前項規定所負之理賠責任以行李遺失保險金扣除已給付之行

李延誤保險金之餘額為限。

13. 劫機補償保障範圍及定義：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搭乘飛機遭遇劫機事故

時，依其受劫持期間之日數按日給付「劫機補償保險金」；未滿一日者以

一日計算。但以保險契約所載「劫機補償保險金額」為限。前項所稱「劫

機事故」係指被保險人搭乘之飛機遭遇非由合法政府或司法機關控制指揮

之個人或團體，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式劫持使用中之飛機或控制該

飛機之正常飛航或限制機上乘客之行動者。

14. 所有各項保險條款悉以本行與保險公司所簽定之保險契約所載條款為準

15. 安達產物國際制裁限制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對於依照貿易、經濟制裁或其他法令禁止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供保險者，不予承保，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

何利益之責任。倘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供保險保

障、賠付保險金或提供任何利益給付將導致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總公司或集團母公司 Chubb Limited 違反美國法令、聯合

國、歐盟及中華民國相關經濟制裁、禁令或限制時，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將不予提供保險保障，亦不負擔賠付保險金及任何

利益之責任。

16.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本條

款未盡事宜，悉依本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安心旅遊保險保障



全球禮賓尊榮秘書

活動期間：2023/01/01 ∼ 2023/06/30

星展商務 eco 卡持卡貴賓尊享個人化的全球禮賓秘書服務，舉凡海內外住房安排、餐廳預約、緊急醫療救援等事項，

無論您身在何處，只須致電全球禮賓尊榮秘書團隊，我們便立即為您提供諮詢與安排。

全天候 24 小時服務專線：（04）2206-7802

尊榮祕書服務

● 餐廳推薦及訂位服務

● 飯店推薦及預約服務

● 高爾夫球場推薦及預約服務

● 租車推薦及預約服務

● 商業服務

● 花束禮物安排遞送服務

● 快遞安排服務

旅遊支援服務

● 行前資訊諮詢

● 行李遺失協助

● 護照遺失協助

● 緊急旅遊協助

● 旅遊資訊諮詢

● 通譯／秘書服務資訊之提供

● 法律服務資訊之提供

居家支援服務

● 電器修護安排

● 水管與污水服務安排

● 蟲害控制服務安排

● 空調服務安排

海外緊急醫療支援服務

● 旅遊保健電話諮詢

● 醫療服務資訊提供

● 住院安排

● 醫療轉送或轉送回國前之住院期

間病況觀察緊急醫療轉送

● 遞送緊急醫療藥品

● 轉送回國醫療

● 遺體或骨灰運送回國



全球禮賓尊榮秘書

全球禮賓尊榮秘書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服務由本行委託肯驛國際提供與執行。星展商務 eco 卡持卡人的海外旅

遊期間須不超過 90 天，才可使用旅遊支援及海外緊急醫療支援服務。

2. 本服務不包含因使用服務而產生之第三方實際支出，因服務所產生第三人

費用須由持卡人負擔，如餐飲費用、住宿費用、快遞費用、實際看診費用、

掛號費、藥品支出、醫療轉送相關費用等。

3. 持卡人提出服務需求時，在安排服務前，服務人員將向持卡人說明預估之

服務費用明細，若持卡人取消已進行之服務委託，持卡人仍應支付已發生

之費用。

4. 本服務不會安排任何以商業活動用途、受進出口國家法令禁制、違反法律

或公序良俗之貨品採購、運送及協尋服務。運送貨品如需投保全險，如持

卡人拒絕投保，則由持卡人直接與運輸公司聯繫安排運送。

5. 海外緊急醫療協助服務僅單純為客戶提供轉介、安排及建議，非強迫或限

制被服務者，施行或放棄任何醫療行為。

6. 任何經查證源自持卡人之欺詐、偽造或假冒證物等不法行為，將自動終止

所應提供予該持卡人之服務。

7. 本服務為推薦安排服務，就所推薦之商店家或服務廠商，除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為篩選外，本行與肯驛國際不為任何服務品質之保證。

8. 本優惠期間至 2023/06/30 止，本行保留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

盡事宜，本條款未盡事宜，悉依本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綠色服務更進一步， 

星展 Card+ 信用卡數位服務隨時隨地為您提供全方位照顧的好夥伴

下載星展 Card+

貼心提醒

隨天氣、溫度、地點

變化噓寒問暖關心您；

信用卡資訊及繳款提

醒一目了然，維護您

的好信用

量身打造

個性化設定暱稱及大

頭照，打造專屬於您

的信用卡服務平台

有問必答

您可隨時在星展 Card+ 

上執行開卡、申請新

卡；查詢信用卡額度、

帳單、未出帳消費明

細、紅利資訊；及申請

消費分期、線上繳款等

功能

帳號隱私

同 步 支 援 全 新 iOS 

Face ID ／ Touch ID

及 Android 指 紋 辨

識，提供您更便利的登

入方式，省卻您重複輸

入帳號密碼的時間，同

時又保障帳號的隱私

資安保護

透過行動電話接收動

態密碼的方式，任何

時間、地點皆可安心

使用各項服務，且對

登入失敗、繳款成功

及變更個資發送即時

簡訊及電子郵件提醒



星展 Card+ APP 推播五大服務

• 刷卡消費通知 • 信用卡分期設定成功通知
 自由設定金額，小額消費也能收到即時通知，盜刷免驚  信用卡理財設定通知，輕鬆消費資金運用更靈活

• 信用卡繳款提醒通知 • 信用卡優惠通知
 繳款截止日前貼心提醒，再忙也不擔心錯過截止日  限時限量優惠即時掌握，優惠不漏接

• 信用卡繳款完成通知
 扣款成功或失敗都會即時通知，帳務管理更輕鬆

星展 Card+ APP 三大貼心體驗設計

三大分類通知中心查找訊息好方便
提供「刷卡消費」、「帳務相關」、「優惠

活動」三大分類通知中心，快速查到您要的

資訊。

一站式服務更貼心
依照不同通知內容，幫您連結相關所需服

務，例如：「信用卡繳款提醒通知」連結繳

款服務、「信用卡優惠通知」連結登錄活動

服務等。

自主設定超彈性
您可自由設定 5 大服務通知，想收就收，由

您決定。



星展 Card+ APP 推播

Card+ 推播服務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使用本推播服務（以下稱「本服務」）前請先確認您的行動裝置，「星展

Card+ APP」的通知狀態己設定為開啟，以利訊息送達。 

2. 提醒您，推播訊息通知服務受網路傳輸影響，無法保證一定送達，實際交

易結果請以往來明細或該筆交易查詢功能為準。 

3. 本服務設定接收通知後，將以本服務通知取代原簡訊通知。如您欲移除

Card+ APP，請務必先至手機設定關閉本裝置通知之授權，以免影響日後

卡片簡訊通知之收取。 

4. 刷卡消費推播通知目前支援正卡消費，若正卡刷卡消費超過正卡人於

Card+ APP 設定金額，將發送推播通知。

5. 每台行動裝置僅接受一位客戶進行設定，每位客戶至多可授權一台行動裝

置，且在您所授權的行動裝置上皆可收到所設定的通知項目，通知項目以

最新設定資訊為準。 

6. 如您將行動裝置系統重置，則須重新授權「訊息通知設定」後才能使用本

服務，如您將「星展 Card+ APP」刪除後再行安裝，亦需要重新授權設定

推播服務。 

7. 如您欲取消「訊息通知」服務，或您將不再使用此行動裝置，或您欲移除

Card+ APP，請至行動裝置設定中刪除本裝置授權。 

8. 如您遺失行動裝置時，請洽本行客服中心 02-6612-9889，刪除該行動裝置

之授權，以確保您的權益。 

9. 基於使用安全考量，凡於「星展 Card+ APP」進行註冊、變更個人資料（手

機、地址、電子信箱）、變更帳號密碼、申請信用卡、開卡等功能或登入

失敗時，本行將會寄送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登入成功。



刷卡消費即時簡訊服務

星展信用卡提供您刷卡消費即時簡訊，讓您隨時隨地刷卡消費更安心。

若您的單筆刷卡金額達 NT$3,000 以上，持卡人可收到刷卡消費簡訊通

知，讓您用卡更安心。

刷卡消費即時簡訊服務注意事項：

1. 本刷卡簡訊僅適用於持卡人於本行系統留存之台灣地區電信業者提供之行動電話，附卡人之刷卡消費通知亦將寄送至附卡人之行動電話。

2. 持卡人之刷卡交易若因系統因素（如飛機上之離線交易），致本行無法即時得知該筆交易時，則無法提供該筆交易之即時簡訊服務。

3. 持卡人於國外交易時（包括網路交易或交易地點為國外者），本行將按本行電腦授權系統之交易金額情形寄發簡訊通知；惟因市場匯率波動，將導致本行依各信用

卡國際組織所列之結匯日將持卡人以外幣消費金額直接換算為新臺幣之匯率與持卡人消費日之匯率會有不同，實際金額以帳單上所載金額為準。



精選商務卡禮遇

享樂賞利優惠與多元商務應用



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

優惠價最低 NT$528

活動日期 : 2023/01/01 ∼ 2023/12/31

刷星展商務 eco 卡，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達總金額 NT$10,000 
以上且付款成功者，可享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至桃園國際機場、

台中市至台中國際機場、高雄市至高雄國際機場，單趟接送優惠價

NT$528。



注意事項：

預約網站：http://www.24tms.com.tw

24 小時活動預約專線：+886-2-7733-0589。（惟進線申請預約、修改、查詢

及取消服務每次需加收電話服務費 NT$50）。

* 本優惠由 MasterCard 提供，優惠相關之所有商品及／或服務則由「全鋒

國際」提供。

* 刷卡日期需於預約接機／送機日期前 6 個月內且限本人乘坐。

* 需於使用日期三個工作天前事先預約；遇連續假期及農曆春節時段用車高

峰期需於使用日期七個工作天前預約。

1. 適用於使用星展 eco 永續卡之持卡人購買國外機票或國外團費達總金額

NT$10,000 以上且付款成功者。 請提供開票時間、信用卡卡號、刷卡日期

及金額，以供客服人員查詢活動資格。

2. 使用次數，每人每卡別一年限使用 4 次（含）接或送，本優惠價僅適用於

前 10,000 趟（含）預約完成之萬事達卡正、附卡持卡人，2023 年總預約

數超過 10,000 趟（含）預約之持卡人將仍可享有 NT$838 起優惠價格。

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並需出示該卡供司機確認，未出示信用卡者，視同自

費預約，不得享有優惠，依定價收取機場接送費用。每刷機票或團費成功

一次，僅可使用機場接送折扣禮遇來回服務各一次。

3. 各 地 區 至 指 定 機 場 接 送 優 惠 價 格 請 至 https://24tms.vlimo.com.tw/

Mastercard/Mastercard.aspx 查詢。

4. 刷卡日期需於預約接機／送機日期前 6 個月內且限本人乘坐。

5. 預約時間：機場接送需於使用日期三個工作天前事先預約；遇連續假期及

農曆春節時段用車高峰期需於使用日期七個工作天前預約。預約接送時間

在夜間 22:00-06:00 時段，需加收 NT$200，預約時需以適用之信用卡於

線上完成付款。※連續假期定義：意指含週六、日達 3 天（含）以上之假期。

6. 變更／取消時間：需於原約定時間 24 小時前，來電服務專線變更或取消。

24 小時內預約接送資料無法變更；24 小時內取消者視同使用一次服務。

若異動日期提前者仍需符合三個工作天前來電異動（連續假期及農曆春節

時段需七個工作天 ) 前來電異動，否則視同使用。

7. 接或送地點：由正卡持卡人本人指定單一定點接或送服務。若需沿途增加

停靠點，需以順向為原則，5 公里內停靠點需加收 NT$200，超過每公里

加收 NT$50。※ 不提供臨時沿途接／送其他客人。

8.  接機服務如遇班機提早抵達，則依持卡人原預約時間提供服務，若班機延

後則全鋒國際依機場公告之抵達時間提供服務，但若延後抵達之時間較原

訂抵達時間已逾四小時（含）則視同持卡人取消該次接機服務並保留權益。

9.  接送車輛：提供 1800cc 轎車服務，若持卡人指定七人座車，需加收 
NT$300，持卡人不得指定車輛廠牌。惟最終承載量須以不妨害行車安全為

前提，「全鋒國際 」機場接送客服人員有最終決定派車權。調度車輛以四

人座轎車為主，全鋒國際視調度狀況得使用七人座車代替四人座車。

10. 送機待時：依預約時間到達持卡人指定地點，持卡本人或同行者如逾時 30
分鐘以上，則司機無法繼續等候，且視同使用一次服務，服務費用不退。

國際機場接機或送機 優惠價最低 NT$528



11. 接機等候：接機案件等候時間為 75 分鐘，若超過 75 分鐘，仍無法與持卡

本人聯繫，則視同持卡人已使用本次服務，服務費用將不予退還。（不論

是否為航班延誤）

12. 待時費用：若持卡人須待時接送，須視司機行程允許，第 76 分鐘起，每小

時酌收待時費用 NT$300，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最長等候 135 分鐘

（依航班實際抵達時間起算）。「全鋒國際機場接送客服中心」保留接受

持卡人待時接送權利。※ 接機時間以機場公佈班機抵達時間為準 ※

13. 舉牌服務：若需舉牌服務另加收 NT$200 舉牌費。

14. 乘客保險：服務車輛均投保 NT$5,000,000 乘客險。

15. 同行人數：除限定正卡持卡人本人使用外，如行李加上同行家人或友人未

超過車輛所乘之範圍內，皆可一同搭乘，但以一車為限。（一車限定人數

依交通法規規定，「全鋒國際」保留接受同行人數之權利）

16. 農曆春節尖峰時段或連續假期尖峰時段之機場接送價格，不分區域依優惠

價加收 NTD400，且需於 7 個工作天前預約，期間如下：

2022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 月 30 日

2023 年 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3 月 1 日

2023 年 3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6 日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2023 年 5 月 2 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9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02 日

2023 年 10 月 5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1 日

202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 月 2 日

17. 行李裝載：為確保行車安全，車內空間僅限乘坐貴賓，所有行李 ( 包含手

提行李 ) 皆必須放置後車廂，放置重要文件、護照、錢包 .. 等貴重物品之

小肩包，在不影響行車安全下可隨身攜帶，惟最終承載量須以不妨害行車

安全為前提，機場接送客服中心有最終決定派車權。

18.  實際人數、行李若超出預約登記之數量，超出之人數或行李若無法乘載時，

需請客戶自行處理，無法臨時更改車型。

19.  現場認證：限持卡人本人使用，並需出示本人信用卡及身分證明文件供司

機認證。

 (1)  行李說明：出國所攜帶之行李統稱「大行李」，「大行李」分為：普通

箱（20 吋）、中型箱（22-25 吋）、大型箱（26-29 吋）、特大型箱（30
吋以上），如範例圖片所示。

登機箱：
高需少於 50 公分
（20 吋）

中行李箱：
（22-25 吋）

大行李箱 29 吋：
高 70 公分Ｘ寬 50 公分Ｘ深 34 公分
合計約 158 公分以內（26-29 吋）

深 34cm  

 



(2) 以上均須登記為「大行李」、「紙箱」，不論大小均視為 1 件大行李。

 (3) 小行李，例如可攜帶上飛機的手提袋、背包等。

 (4) 特大型箱（30 吋以上），須視為 2 大件行李，須請您事先備註提醒。

 (5)  如您有攜帶特殊行李，請務必事先來電客服中心告知，由客服人員為您

註記，以利安排合適車款；若未事先告知，當日行李過多搭載不下，仍

視同已使用當次服務，服務費用不予退還。

 (6)  特殊行李定義：隨身行李及行李箱以外之行李，如嬰兒推車、嬰兒座椅

／座墊、輪椅、高爾夫球具、腳踏車、滑雪板、衝浪板、雪橇、家電、

禮盒、紙箱，傢俱、樂器、畫⋯⋯等。

 (7)  如您攜帶之行李為雪橇／滑雪板／ 1 件高爾夫球具 +1（含）件以上非

隨身行李⋯等此類大型物品，為確保行車安全與舒適度，客服中心將直

接為您安排七人座車服務，並依權益收取升等費用。

20. 因應政府『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規範，12 歲以下兒

童乘坐小客車，須繫安全帶或使用安全座椅（增高座墊）乘坐。預約機場

接送服務如有幼童同行，持卡人應於預約時主動告知。如需使用兒童安全

座椅（增高座墊）設備，每張兒童座椅（增高座墊）須另加收 NT$300，

因車型限制，每車最多限預約二張（含）安全座椅（增高座墊），若

預約二張（含）安全座椅（增高座墊）須指定七人座車，並收車型加價

NT$300。

21. 本優惠不可轉讓，不可與其他優惠一起使用，不可兌換現金，如消費辦理

退款，視為持卡人放棄優惠，優惠不隨消費退款。

22. 如因法令或政府規定而有停止本活動或修正本活動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之

必要時，萬事達卡有權藉由大眾傳播媒體公告，更改或增刪或取消本活動

辦法及活動注意事項，而無須預先個別通知參加者。

23. 本優惠活動為星展 eco 永續卡持卡人所享有，相關優惠商品或服務，係由

「全鋒國際」提供。據此，持卡人瞭解、承認並同意：持卡人若依據優惠

活動購買任何商品或服務，即構成持卡人與「全鋒國際」之間的合約，與

MasterCard 或星展銀行一概無涉。持卡人若使用或有意使用上述優惠的

任何商品或服務，即表示持卡人瞭解、承認並同意下列事項：

 (1)  持卡人依據上述優惠購買或有意購買的任何商品或服務，若有任何相關

的索賠、申訴或爭議情事，須由持卡人直接洽詢「全鋒國際」協調解決，

不得向 MasterCard 或星展銀行提出任何要求或索賠。

 (2)  針對優惠活動提供的商品或服務，如有使用或意圖使用商品及服務的行

為造成或衍生任何人體傷害、死亡、不實陳述、傷害或疏失，概不由

MasterCard 針對任何相關的（直接、間接或其他）損失、傷害、支出

或要求向任何人負責。



商務卡精選優惠與多元商務應用

星展商務 eco 卡為商務鈦金卡等級，賦予您專屬商務優惠權益，詳細內

容請至優惠平台：點此連結

• 商務支付的使用範疇，從一般日常商務採購（例如：辦公室用品、

電腦採購、電信費用）、支付數位廣告費（例如：Facebook、

Google、Yahoo）、 企 業 雲 端 服 務 費 用 （ 例 如：Amazon Web 
Service、Google Cloud、G Suite），到差旅住宿及應酬費用，皆可

使用。

• 刷星展商務 eco 卡，讓您從商務付款中，也可累積可觀的現金積點回

饋，節省更多的經營成本，也為世界環保盡一份心力。

• 用星展商務 eco 卡支付 Facebook、Google 數位廣告費，還有額外

的彩蛋！您可在每月收到帳單後，十天內申報完稅即可，簡化境外稅

申報作業流程。

https://specials.priceless.com/zh-tw/programs/Mastercard%C2%AE%E5%95%86%E5%8B%99%E5%8D%A1%E7%A6%AE%E9%81%87?id=202008130001&issuerId=&productId=


循環信用利率區間：5.99 ∼ 14.99%。循環信用利率基準日：民國 107 年 2 月 1 日。預
借現金手續費：預借現金金額乘以 3.5% ＋ NT$100。其他費用請上星展網站 www.dbs.
com.tw 查詢詳情

202301 版

1. 正卡 NT$3,000，附卡免年費

2. 年費減免條件：

（1）正卡持卡人持卡第一年免收年費；

（2）持卡第二年起，凡當年度達成以下 3 項指定條件中任何 1 項，可免繳次年年費：

1）正卡年度累計交易次數達 12 次

2）正卡年度累計消費金額達 NT$30,000

3）全年度使用信用卡電子帳單 

星展商務 eco卡年費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