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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2 運籌理財 ONE 能戶新戶活動 – 虎力全開豐一波，解鎖 ONE 能任務，享最高 1 千元任務金回饋！ 

• 活動期間：2022/01/01-2022/3/31 

• 活動辦法: 活動期間內新開立本行運籌理財 One 能戶之客戶，並依活動規則完成各項新戶指定任務，即可獲得新

戶回饋刷卡金或隨心選即享券：五大品牌*任你選，分次使用無效期！ 

• *隨心選即享券為 7-11、家樂福、屈臣氏、博客來、誠品生活，五大品牌擇一使用。 

  

Full-base 活動內容 新戶禮推廣產品 溝通對象 

任務一 

合格客戶於期限內完成註冊並成功登入網路銀行，可獲

得新臺幣 500 元隨心選即享券回饋一次。 

 

合格客戶為 One 能戶且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符合以下任

一條件: 

本行房貸撥款達新臺幣 350 萬元(含) 

本行信貸撥款達新臺幣 100 萬元(含) 

與本行往來資產達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含) 

Internet Banking Registration NTB One 

任務二 

本行運籌理財 One 能戶(限數位存款帳戶)，且於活動期

間內透過網路銀行完成首次風險屬性問券更新，可獲得

新臺幣 200 元隨心選即享券回饋一次。 

Online RPQ 
NTB One 

(限數位) 

任務三 

成功申請本行運籌理財 One 能戶(限數位存款帳戶)自動

轉帳扣繳本行信用卡正卡款項，且該信用卡正卡刷卡消

費達新臺幣 3 千元(含)，即可獲得自動扣繳任務金刷卡金

回饋新臺幣 300 元。 

Auto-debit Service &  

Internet Banking Service 

NTB One 

(限數位) 

*本行數位存款帳戶目前僅限年滿 20 歲之本國自然人辦理，暫不接受法人、外國人、未成年人、具有美國稅籍身分者

或輔助宣告身份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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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與注意事項： 

1. 活動期間：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止。 

2. 活動資格截止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 

3. 活動資格：於活動期間內，符合活動適用對象，並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完成新戶指定任務者，即符合活動回

饋資格，可獲得相對應之回饋獎勵。 

4. 活動適用對象: 活動期間於本行新開立運籌理財 One 能戶之客戶(包含數位帳戶，但不適用於法人及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OBU)客戶)，且於本次開戶前六個月期間內未持有任何本行存款帳戶。本活動適用對象僅限持有中華民

國身分證之自然人。 

5. 活動注意事項: 

A. 每人限參加一次，每項任務限回饋 1 次。 

B. 本活動依上述辦理回饋時，活動適用對象須持有本行有效之本行運籌理財 One 能戶或卓越理財帳戶，

始具備獲獎資格。 

C. 本活動之回饋將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後，陸續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進行回饋。 

D. 本活動之隨心選即享券為以電子兌換憑證兌換之電子禮券，電子兌換憑證預計將於 2022 年 6 月 15 日

前統一透過簡訊傳送至活動期間內符合資格之客戶留存於本行之手機門號，客戶將電子兌換憑證兌換為

即享券後，即可於選定之通路使用。 

E. 本活動之隨心選即享券注意事項： 

a) 發行人：Edenred Taiwan 新加坡商宜睿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b) 本券為企業贈品專用，不得零售或轉售。 

c) 本券為不記名，任何人持本券皆可使用，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本券不再補發。 

d) 本券所兌換之商品或折抵消費之金額不予開立統一發票。 

e) 本券有效與否，以發行人票券系統所記錄之狀態為憑。 如系統因網路連線有所遲延，依兌換商

家系統端資訊為準。 

f) 本券為有價證券，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 

g) 本卡使用問題請洽宜睿智慧即時線上客服

https://www.edenred.com.tw/index.php/faq/https://www.edenred.com.tw/index.php/faq/ 內容

將於新視窗顯示 或客服專線：(02)6639-1012（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F. 本活動贈品不得要求更換、轉讓他人或折換現金，且兌換券為不記名，一旦收取後，若有遺失或被竊，

本行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電子兌換券之有效期限、使用方式及其他相關限制，應依兌換券發行公司

規定辦理。  

G. 本活動所提供之贈品，為本行向廠商購買，本行與廠商間無合夥、經銷代理、保證或其他類似關係，本

行亦非贈品之出賣人，如參加活動者就活動所提供之贈品產生爭議或損害時，均應由提供廠商全權處理

及負相關法律上之責任，概與本行無涉。 

H. 本活動期間內，倘取消申請或設定、終止任務內指定服務項目者將被視為不符活動獲獎資格。 

I. 本活動獎項係屬其他所得，依照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相關扣繳申報作業如下: 

本行當年度活動獎項價值累計數 扣繳申報法令規定 

低於或等於新台幣 1,000 元 無須扣繳亦無須申報 

超過新台幣 1,000 元 無須扣繳但需由本行申報 

嗣後本行將依稅法規定於隔年一月底前辦理扣繳憑單申報作業，領獎人應將該所得額納入當年度之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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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合併申報。 

若領獎人未提供相關資料導致兌換期限前未完成領獎手續等相關事宜者，即視為自動放棄領獎資格，事

後不得再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領獎者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之

任何稅捐係屬其依稅法之規定所須履行之義務，概與本行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概由領獎

者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 

6. 本行保留得隨時修改、暫停、取消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最新活動詳情及限制請詳本行官網。本活動內容若有

任何異動，將公佈於本行活動網站，不另行個別通知；本行享有對本活動最終解釋及更動權利。本活動未盡事

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及本行相關規定、解釋辦理。 

7. 運籌理財 One 能戶權益包含約定轉帳及其他，相關完整帳戶權益請參考本行總約定書。 

8. 新戶指定任務注意事項: 

A. 任務 1：合格客戶數位服務 

a) 內容: 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完成註冊並成功登入網路銀行，可獲得新臺幣 500 元隨心選即享券

回饋 1 次。 

b) 活動適用對象為活動期間新開立本行運籌理財 One 能戶之客戶，且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符合以

下任一合格條件且從未註冊或申辦過本行網路銀行服務者(以本行系統登載之日期為準)。 

1. 本行房貸撥款達新臺幣 350 萬元(含) 

2. 本行信貸撥款達新臺幣 100 萬元(含) 

3. 往來總資產達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含) 

c) 往來總資產總資產定義: 係指其於滙豐(台灣)之每月平均存款、投資現值及保險餘額(經由滙豐

(台灣)投保之各項人身保險所繳之保險費)合計總額。 

B. 任務 2：數位帳戶數位體驗 

a) 內容: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成功使用網路銀行首次更新風險屬性問券，可獲得新臺幣 200 元隨

心選即享券回饋 1 次。 

b) 本活動僅限本行數位存款帳戶客戶適用。 

C. 任務 3：自動扣繳服務 

a) 內容: 本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於活動資格截止日前，持本行信用卡正卡（不包括本行公司卡、

商務卡、VISA 金融卡）一般新增消費滿新台幣 3,000 元，並成功申請以其運籌理財 One 能戶

自動轉帳扣繳(下稱”自動扣繳”)該張信用卡正卡款項，即符合資格，享 300 元刷卡金回饋。 

b) 自動扣繳活動限本行數位存款帳戶客戶適用。 

c) 本任務所稱之新增一般消費金額係指信用卡一般簽帳消費交易，但不包括公用事業代繳費用、

預借現金、滙轉金之每期應付金額、超過信用額度之消費(包含臨時調高信用額度期間之消

費)、年費、滾入循環信用之金額及循環信用利息、違約金、掛失手續費、預借現金手續費、匯

款作業處理費、調閱簽單手續費及其它類似現金交易、風險性及預付型交易等各項費用、旅行

支票、博奕籌碼、退貨交易(含以他卡消費而申請退款至本卡之退貨交易)、基金扣款、所得

稅、學費、違規罰鍰，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解除買賣契約、或其他原因所生之任何

退款、或本行暫停墊款或取消入帳之交易金額。國外消費簽單之消費日以刷卡當時簽單上所載

日期為準、簽單金額以經國際匯率換算後且入至正卡持卡人帳上之新臺幣金額為準。 

d) 本任務回饋之刷卡金自刷卡金入帳當期起且有一般新增消費入帳時開始折抵。回饋之刷卡金僅

限折抵本次客戶所申辦自動扣繳之本行信用卡帳單之應繳款項，使用期限以該信用卡正卡之有

效期限為準，持卡人不得要求將刷卡金折抵現金、變更回饋方式或轉讓予他人或更換其他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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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若持卡人終止持有該信用卡後，將無法參與本回饋活動，且信用卡帳戶內所有剩餘尚未折

抵之刷卡金回饋亦將同時失效。 

e) 持卡人之本行信用卡於本活動回饋之刷卡金入帳時須為有效卡，若持卡人及其所屬之正、附卡

有停卡(含信用卡強制停用及申請停用)、延滯繳款、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或喪失期限利益等情

事，或辦理退貨者，持卡人將喪失活動資格，本行保留取消或追回回饋刷卡金之權利。 

9. 活動共同資訊: 

A. 滙豐運籌理財 One 能戶客戶之帳戶每月最低平均餘額需達等值新臺幣 50 萬元(含)以上，若未達每月

最低平均餘額者，本行得隨時取消客戶原享有之各項費率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