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渣打 VISA 金融卡貴賓：

　　您好！歡迎您加入成為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VISA 金融卡貴賓。渣打 VISA 金融卡是一張結合

存 / 提款、轉帳（限國內）及可選擇開啟消費扣款

功能的金融卡，每次刷卡消費款項自動直接從您在

本行的活期儲蓄存款帳號中扣除，讓您不用擔心忘

記繳納卡費；有多少刷多少，輕鬆控管預算，助您

有效理財！

現在，您手中這本會員權益手冊，裡面詳載了渣

打 VISA 金融卡為您提供的多項優惠活動及超值禮

遇，為保障您的權益與義務，請您務必撥冗詳讀，

並妥善保留以供日後參考。

敬邀您立即開啟渣打 VISA 金融卡消費扣款功能，

享受無上限之 0.5% 現金回饋及多樣刷卡消費優

惠！讓您聰明控管消費支出，盡享購物樂趣！

謹祝

用卡愉快　事事順心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個人金融產品部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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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 VISA金融卡
一張結合存 / 提款、轉帳（限國內）及刷卡消費自動扣款功能的金

融卡。

全球通用，刷卡還可提領現金
國內外任何可以刷 信用卡的商店，都可使用渣打 VISA金融卡

消費。在國內所有 ATM 有 標誌的提款機皆可提領現金。在國

外只要輸入 VISA 金融卡跨國提款密碼，即可在全球超過 150 萬台

有 的提款機，提領當地貨幣。

現金回饋無上限
提供優惠現金回饋，並於特店請款後之次月，自動回饋至您的活期

性帳戶。回饋的現金沒有使用期限，供您靈活運用。（相關活動期限

及細則以本行網站公告為準）

控管花費無負擔
VISA金融卡與您的渣打銀行存款帳戶連結，有多少錢，才能刷多少

錢，不會產生超刷、透支或動用循環利息的狀況，還可自行決定每

日刷卡消費上限，輕鬆有效的控制預算與開支，不必擔心過度消費。

滿足多種消費者的需求
凡年滿 15 歲且在渣打國際商業銀行開立活期性帳號戶者，免財力

證明，即可申請使用免年費之 VISA 金融卡，刷卡不用每月繳納帳

單，省時又便利。（未滿 20歲者，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失卡低風險
若您不慎遺失渣打 VISA 金融卡，在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因遭冒用

所發生的損失，最多僅負擔新台幣 3,000 元之自負額，其餘將由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為您承擔。（詳細卡片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之

權利義務內容及不適用之情形請參閱渣打國際商業銀行金融卡消費扣款約定

事項）

不論您在何處消費，看到 就可刷

渣打 VISA金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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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折扣詳情及注意事項以店內公告為準或上渣打官網 http://www.sc.com/tw/查詢 實際折扣詳情及注意事項以店內公告為準或上渣打官網 http://www.sc.com/tw/查詢

渣打 VISA金融卡 優惠享不盡 -折扣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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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支援貼心照護

NT$450萬旅遊綜合保險（保險期間至 2015/12/31止）

只要您以渣打 VISA 金融卡支付全額公共運輸工具（如商用客機、

火車及輪船）費用或參加旅行團團費 80%（含）以上費用，且付

款成功者，即可享有本行為您及家人付費投保旅遊平安險。讓您外

出旅遊更安心。

注意事項：

1. 保險對象：持卡人及家人（即配偶及其撫養 25 足歲以下之未婚子女，後

稱被保險人）

2. 依據保險法第 105 及 135 條規定，為道德風險考量，14 歲以下兒童理賠

金額最高以 200萬為限。

3.旅遊期間：指被保險人以本行承保 VISA金融卡支付全額公共運輸工具（如

商用客機、火車及輪船）費用，或支付參加旅行團團費之百分之八十（含）

以上之費用，搭乘或上下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4. 本行提供旅遊平安險之承保範圍，除定期班機外，尚包括包機及加班機。

但僅限由旅行社向航空公司承租之包機，用以招攬不特定團員報名參加，

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線之商用客機的定期包機，及既有航

班之加班機。但排除政府包機（如元首出訪、專機接送僑民、軍包機接送

放假軍人⋯等包機）及公營企業或私人包機（如各壽險公司招待業務員於

海外舉辦精英大會之包機等）。但其前提仍在保險期間內，使用有效之承

保信用卡支付全部票款（含公共運輸工具）或 80%以上團費之限制。

5. 持卡人申請賠償時，應以持本行 VISA 金融卡卡仍然有效者為限。保險公

司得因持卡人應備文件不齊全，保留賠償與否之權利。

6.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法及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7.保額一覽表：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班機延誤費用 7,000/14,000

行李延誤費用 7,000/14,000

行李遺失費用 20,000/40,000

劫機補償 5,000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

旅行平安險
最高 4,500,000

移靈費用 最高 30,000

8.「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之連絡資訊如下：

電 話：(02) 2577-5455 #336

傳 真：(02) 2577-4243

地 址：10595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號 13樓

e-mail：zoe@hwa-hsin.com.tw

9.相關條款及細則請詳閱附錄（Page.24）

用卡須知

VISA金融卡卡片介紹

晶片：採用國家等級最高安全標準的晶片卡平台，杜絕偽冒風

險，讓您刷卡交易更安心。

卡號：共計 16碼，專屬您的渣打銀行 VISA金融卡卡號。

有效月年：卡片使用有效時間。

英文名字：建議與護照英文名字相同，方便您於國外使用辨識。

金融卡帳號：共計 14碼，顯示連結之晶片金融卡存款號。

卡片磁條：請妥善放置並遠離磁性物品，避免因卡片折損而消

磁。

簽名欄位：為確保您的權益，請立即簽名（中英文皆可）。

 ：您可於國外貼有此一標誌的自動提款機上提領當地貨幣。

 ：您可於國內貼有此一標誌的自動提款機上提領當地貨幣。

 ：VISA金融卡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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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金融卡開卡及變更密碼流程

■臨櫃取卡，請使用【簡易開卡】流程：

【簡易開卡】分行臨櫃取卡專用

      

      

         

         

      

      

■郵寄發卡，請使用【一般開卡】流程：

【一般開卡及晶片金融卡密碼變更】

         

      

         

         

         

      

■密碼變更流程（適用於臨櫃發卡或郵寄發卡）：

【跨國提款密碼變更】＊僅限於本行自動櫃員機（ATM）操作。

         

         

   

【晶片金融卡密碼變更】＊可於國內任一自動櫃員機（ATM）操作。

      

      

         

         

   

注意事項：

1.開卡作業及刷卡消費說明

 • 領用 VISA金融卡卡片及密碼應注意事項 

   持卡人收到 VISA 金融卡後，請立即在 VISA 金融卡背面簽名，並至渣打國

際商業銀行全省任一台 ATM 依據以上指示執行開卡及變更密碼。

2. 卡片及密碼請分開放置，密碼單內會有「晶片密碼」與「磁條密碼」：當

您於國內 ATM 領款時請輸入「金融卡密碼晶片密碼」（為晶片密碼）或依

指示輸入即可，當您於國外 ATM 交易時，一律輸入「跨國提款密碼磁條密

碼」（為磁條密碼）。 

3. 當使用 VISA 金融卡鍵入密碼連續錯誤達四次（含）時即無法使用，持卡

人請於銀行營業時間持 VISA 金融卡、原留印鑑及身分證明至渣打全省任

一分行辦理相關手續。 

4.VISA 金融卡卡片僅提供本人使用，不得讓與、轉借或交他人使用，否則對

本行因此所致之損失應由持卡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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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金融卡刷卡消費說明
渣打 VISA金融卡結合一般 ATM卡及消費的功能，無論在國內外，

都可以提領現金、轉帳 ( 限國內 )，只要您開啟消費扣款功能，即

可在任何一家標示有 標誌的特約或網路商店刷卡消費，消費

款項將直接從您的帳戶扣除，使用方便。

■國外刷卡消費

持卡人在國外刷卡消費所有使用 VISA 金融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台

幣結付。如交易 ( 含辦理退款 ) 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持卡人茲授

權本行依 VISA 國際組織依約所列結匯日之匯率及手續費率換算為

新台幣，另加收銀行給付與各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處理手續費及百分

之一之銀行手續費後結付。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所收取之處理手續費

率可能隨時變動，以銀行最新公告之費率為準。若您未滿二十歲，

本行僅提供國內刷卡消費之服務。

■國內提領現金及轉帳額度限制

每日提領現金限額新台幣 20 萬元，非約定轉帳日限額新台幣 3 萬

元，跨行約定轉帳單筆限額新台幣 100 萬元 / 日限額新台幣 300

元萬，自行約定轉帳則無限制。

■何謂【消費扣款額度】

係指您與本行約定每日累計使用 VISA 金融卡之刷卡消費扣款之最

高限額；如無特別約定則為新台幣貳萬元；最高以新台幣貳拾萬元

為限。您可以自己決定您的消費扣款額度，其額度以千元為單位。

若日後需要更改額度，只需至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全省各分行申請更

改即可。另外，請注意本行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扣款功能服務僅提

供予年滿十五歲之持卡人；而國外消費扣款功能之服務僅提供年滿

二十歲之客戶。

■ VISA金融卡消費扣款明細

在 VISA 金融卡指定扣款之活期存款帳戶存摺明細可查閱簽帳明

細，存戶同時可申請本行網路銀行及語音服務，即可快速查詢。

■無凸字 VISA 金融卡之使用相關限制

持卡人持卡片表面無凸字卡號之 VISA 金融卡，如特約商店以人工

手動壓印卡面凸字方式進行刷卡交易時，前述卡片因無法拓印出卡

號，將無法進行交易。

■「VISA 金融卡」交易無法完成之案例說明：

案例一：於飛機上購買航空公司提供之免稅商品型錄中的商品，因

部分飛機上刷卡機無法與發卡銀行即時取得授權，故僅能

以拓印卡號於三聯式刷卡單之方式交易，此時因無凸字之

卡片無法拓印出卡號，無法完成交易。

案例二：於國外的某間精品小店購物，該商店沒有提供一般刷卡

機，僅提供拓印卡號於三聯式刷卡單之方式交易，此時因

無凸字之卡片則無法拓印出卡號，無法完成交易。

案例三：於服飾店購物，無凸字信用卡可能因磁條毀損無法讀取或刷

卡機故障，故僅能以拓印卡號於三聯式刷卡單之方式交易，

此時因無凸字之卡片無法拓印出卡號，無法完成交易。

VISA金融卡相關手續費用說明

■國內跨行提領現金 /轉帳手續費

　跨行提款手續費，每筆 NT$5

　跨行轉帳手續費，每筆 NT$15

■國外提領現金手續費

於國外貼有 自動提款機提領現金，每筆交易需支付新台幣 70

元手續費及按每筆提領金額加計 1% 的匯率轉換費，再依本行當

日牌告美元賣匯匯率折算為新台幣支付予與本行合作之其他金融

機構或國際組織。提醒您！此功能需事先完成跨國提款功能之開啟

並於國內本行自動櫃員機進行國外提款密碼之設定，方可於國外自

動提款機進行提款交易。（本行僅提供年滿二十歲之客戶享有跨國

提款之服務 。）

■逾期補款手續費

持卡人持 VISA 晶片金融卡於特約商店簽帳消費時，倘持卡人之活

期（儲蓄）存款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支付該筆簽帳消費款項時， 本

行得拒絕持卡人完成該筆簽帳交易，並拒絕自持卡人之存款帳戶扣

除該筆簽帳消費之金額。倘經本行仍同意持卡人完成該筆簽帳消

費，並就持卡人之存款帳戶不足之金額先行墊付予特約商店者，持

卡人如於應扣款日止未補足前項不足之款項時，本行得自應扣款日

次日起，按月計收「逾期補款手續費」（即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貳佰元（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收），至應付消費款項全部支付完

畢為止。

■掛失補發手續費

若您的 VISA 金融卡不慎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

以外之第三人占有之情形（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應立即

（即前述事由發生日起之二十四小時內）致電通知本行 24 小時服

務專線 4058-0088，手機撥打請加（02）或其他方式辦理掛失手

續，並繳交掛失補發手續費每卡新台幣壹佰元。惟本行認為有必要

時，應於受理掛失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

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檢具報案證明文件補行通知本行。前

揭掛失補發手續費，本行得調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

或本行網站上公開揭示。

■調閱 VISA金融卡簽帳單手續費

調閱簽帳單手續費，國內、外消費為每卡每筆新台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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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金融卡Ｑ＆Ａ

Q1：渣打 VISA金融卡與一般信用卡有何差別？

A：一般信用卡只提供消費功能且需要定期繳付帳單；VISA 金融

卡除了存 /提款、轉帳（限國內）外，兼具刷卡消費之功能，

並直接自動從您的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扣款，免去每月須記得

繳交帳單之困擾。

Q2：若非臨櫃發卡，申請後何時可收到及使用渣打 VISA金融卡？

A：若非臨櫃發卡，在您完成申請流程後，本行將在二週內郵寄

至您所指定之通訊地址或分行。如果您要親至分行領取 VISA

金融卡或密碼單，請記得攜帶身分證及帳戶原留印鑑。

Q3：為何我的渣打 VISA金融卡無法順利刷卡消費？我該怎麼辦？

A：若是因為您的渣打 VISA金融卡所連結的活期存款帳戶可用餘

額不足，在您存入款項後即可順利刷卡消費。或是卡片背面

磁條受損或晶片受損，以致特約商店機器無法讀取，特約商

店人員視為授權被拒。若因卡片受損以致無法使用，您可至

本行任一營業單位進行補發，本行將盡快為您處理。

Q4：若要刷高鐵票時應選擇使用那一種功能呢？

A：若選擇信用卡功能，輸入磁條密碼，則此筆交易是以消費扣

款的方式；若選擇金融卡功能，輸入 6 位數晶片密碼，則此

筆交易將視為提款卡轉帳交易並酌收 $15手續費。

Q5：卡片到期，還可以用嗎？

A：渣打 VISA金融卡卡片正面會註明該卡片的有效使用期限。若

您的卡片即將到期，本行會主動通知續卡相關事宜，續卡不

收任何費用。

Q6：如果我的渣打 VISA金融卡遺失了怎麼辦？

A：當您的 VISA 金融卡不慎遺失、被竊或遭您本人以外之第三

人佔有的情況時，不論您在何處皆請以 24 小時專線 4058-

0088，手機請撥（02）4058-0088，一通電話即可快速完成

掛失通報手續，或至渣打銀行各分行辦理，各分行會立即為

您完成掛失通報作業並同時展開補發新卡作業。

Q7：如果我的渣打 VISA金融卡遺失後被盜刷怎麼辦？

A：凡因金融卡遺失、被竊，以致遭冒用所發生的刷卡消費損失，

您最多負擔新台幣 3,000 元，其餘將由本行負責。（自負額

不適用情形，請參閱渣打國際商業銀行金融卡消費扣款約定

事項）

Q8：刷渣打 VISA 金融卡支付公共交通工具費用或團費，是否有

旅遊平安險？

A：有的，渣打 VISA金融卡貼心提供旅遊平安險之附加優惠，讓

您外出旅遊更安心。

Q9：持卡人刷卡購物消費因故退貨或有糾紛時，該如何處理？

A：持卡人如與特約商店就有關購物消費之商品或服務之品質、

數量、金額有所爭議時，因為買賣雙方之行為請持卡人向原

購貨店家尋求解決。

以上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請電洽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24 小時客戶服務專線

4058-0088（手機撥打請加 02）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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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國際商業銀行金融卡消費扣款約定事項

第一條 定義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1.『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VISA金融卡』（以下簡稱 VISA金融卡）：

指持卡人除得依貴行開戶總約定書內金融卡使用之約定為一般

金融卡之使用外，並得憑貴行之信用，向特約商店取得物品、

勞務或其他利益，而委託貴行於該特約商店向貴行請款時，將

帳款自持卡人指定於貴行開立之新台幣活期性存款帳戶直接轉

帳付款所使用之卡片。VISA 金融卡無信用延後付款功能，亦無

預借現金及透支消費功能。

2.『持卡人』：指經貴行同意並經核發 VISA金融卡之人。

3.『收單機構』：指經 VISA國際組織授權辦理特約商店簽約事宜，

並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先行代墊持卡人購物消費款項予特約商

店之金融機構。

4.『特約商店』：與收單機構簽訂特約商店契約，並依該契約接受

VISA金融卡購物消費之商店。

5.『每日消費扣款額度』：持卡人於本行約定每日累計使用 VISA

金融卡之刷卡消費扣款之最高限額；如無特別約定則為新台幣

貳萬元。

6.『扣款日』：指貴行代持卡人給付款項予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或

為持卡人負擔墊款義務，並自持卡人指定之新台幣活期性存款

帳戶轉帳支付該款項之日。

7.『結匯日』：指持卡人於國外持卡消費後，由貴行或貴行授權之

代理人依各信用卡組織按約所列匯率，將持卡人之外幣應付帳

款折算為新台幣結付之日。

第二條 申請
一、VISA 金融卡申請人應將個人、財務資料及其他相關資料據實

填載於申請表格各欄，並依貴行要求提出真實及正確之有關資

料或證明文件；並於貴行開立新台幣活期性存款帳戶，指定為

VISA 金融卡帳款直接扣帳付款之帳戶（以下簡稱「指定扣款

帳戶」）。

二、VISA金融卡持卡人於原申請時所填載之基本資料（聯絡地址、

電話、個人手機等）有所變動時，持卡人本人應立即通知貴行

更正。

第三條：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

一、立約人保證所提供予　貴行之所有資料正確無誤，且授權　

貴行得於　貴行所定特定目的範圍內隨時向有關各方 ( 包括但

不限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勞保局 ) 查證、蒐集立約

人之相關個人資料，並得就該個人資料為處理、利用及國際傳

輸。立約人資料有所變更時，應儘速通知　貴行。

二、貴行蒐集、處理、利用立約人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相關規定及　貴行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

項」辦理，包括但不限於　貴行得將立約人與　貴行往來之資

料提供予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惟　貴行提供給財團法

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　貴行、立約人往來資料有錯誤時，　

貴行應主動更正並回復原狀。

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立約人可參照   貴行

開戶總約定書、官方網站或洽詢分行。

第四條 每日消費扣款額度
一、貴行依持卡人與貴行提出之書面約定核給 VISA 金融卡「每日

消費扣款額度」，並與國內外提現限額分開計算；持卡人於國

內、外刷卡消費額度不得超過「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可用餘

額；持卡人應審慎評估「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可用餘額，以訂

定「每日消費扣款額度」。

二、持卡人如不申請 VISA 金融卡之消費扣款功能，僅保留國內外

存、提款功能者，則貴行將依持卡人提出之書面約定，不提供

金融卡消費扣款之功能；持卡人爾後欲申請 VISA 金融卡之消

費扣款功能時，需至貴行營業單位約定辦理。

第五條 契約雙方之基本義務
一、貴行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持卡人處理合法使用 VISA 金融

卡交易款項之清償事宜，並自行或由各收單機構提供特約商店

供持卡人使用 VISA金融卡交易。

二、持卡人之 VISA 金融卡屬於貴行之財產，持卡人應妥善保管及

使用 VISA 金融卡。貴行僅授權持卡人本人在 VISA 金融卡於

有效期限內使用，不得讓與、轉借、提供擔保或以其他方式將

VISA 金融卡占有轉讓予第三人或交其使用，若有違反本約定

致發生損失，概由持卡人自行負責。

三、持卡人不得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

詐欺，以 VISA 金融卡消費扣款方式或其他方式折換金錢或取

得利益。持卡人如購買高變現性之物品，或至財團法人聯合信

用卡處理中心列管之風險特店刷卡消費、或有其他異常消費扣

款時間、地點、或項目而可疑有虛偽不實交易或共謀詐欺之情

形時，貴行得保留授權與否之權利，限制或婉拒持卡人就前述

交易行為使用貴行 VISA金融卡。

四、持卡人不得以 VISA 金融卡向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取得資金融

通。

五、持卡人違反本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致生之應付帳款者，亦應對之

負清償責任。

六、持卡人於系統未連線或無法連線，或因交易之特殊性無須於

簽帳單上簽名時，除持卡人業依第十三條之約定辦理掛失手續

外，對因此所產生之消費款項，持卡人均應負付款相關義務責

任。

七、貴行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對持卡人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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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但貴行提供關於信用卡之各項活動、服務或約定，

如無特別註明，則專屬信用卡持卡人，VISA 金融卡持卡人不

適用之。

第六條 契約審閱期間
申請人於收到核發 VISA 金融卡七日內，得以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

之方式通知貴行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

但已使用核發新卡者，則不得以解除契約。

第七條 一般交易
一、申請人收到 VISA 金融卡後，應立即於 VISA 金融卡上簽名，

以降低遭第三人冒用之可能性。

二、持卡人使用 VISA金融卡交易時，於出示 VISA金融卡刷卡後，

經查對無誤，應於簽帳單上簽名確認，並自行妥善保管簽帳單

收執聯，以供查證之用。

三、持卡人於特約商店同意持卡人就原使用 VISA 金融卡交易辦理

退貨、取消交易、終止服務、變更貨品或其價格時，應向特約

商店索取退貨單，經查對無誤後，應於退貨單上簽名確認，並

自行妥善保管退貨單收執聯，以供查證之用。但經持卡人及特

約商店同意，得以特約商店自行簽認，並以持卡人保留退貨憑

證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之方式代之。

四、特約商店於下列情形得拒絕接受持卡人使用 VISA金融卡交易：

1.VISA 金融卡為偽造、變造或有破損、斷裂、缺角、打洞、

簽名模糊無法辨認及簽名塗改之情事者。

2.VISA 金融卡有效期限屆至、業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辦理掛失

或契約已解除或終止者。

3.貴行已暫停持卡人使用 VISA金融卡之權利者。

4. 持卡人在簽帳單上之簽名與 VISA 金融卡上之簽名不符，或

得以其他方式證明持卡之人非貴行同意核發 VISA 金融卡之

本人者。

5. 持卡人累計本次交易後，已超過貴行原核給「每日消費扣

款額度」或「指定扣款帳戶之存款餘額」者。但經貴行特

別授權特約商店接受其使用 VISA 金融卡交易者，不在此

限。

五、前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形者，特約商店得拒絕返還

該 VISA金融卡。

六、持卡人如遇有特約商店依第四項各款以外之事由拒絕持卡人使

用 VISA 金融卡交易，或以使用 VISA 金融卡為由要求增加商

品或服務價格者，得向貴行提出申訴，貴行應自行或轉請收單

機構查明後，依貴行作業規定將處理情形告知持卡人。如經查

明就特約商店上述之情事，貴行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對持

卡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八條 特殊交易

一、依一般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

傳真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

VISA 金融卡付款等情形，貴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

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

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使用簽帳單或當場簽名。

二、持卡人如以網際網路（Internet）或電子資料交換方式直接進

行 VISA 金融卡之電子交易服務時，應事先與貴行另行簽訂相

關契約。但持卡人對於簽訂相關契約前已進行電子交易服務所

生帳款，仍應負清償之責。

三、自動化設備交易中之自助加油交易，因屬特殊授權交易，貴

行得先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可用餘額內保留固定金

額，俟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向貴行請款時（即扣款日），貴行

再將實際應付消費款項扣款支付之。前揭固定金額將於貴行之

營業場所或網站上公開揭示。

第九條 消費款項對帳單
一、貴行應將持卡人消費扣款之交易明細，逐筆登錄於持卡人「指

定扣款帳戶」之新台幣活期性存款帳戶存摺，持卡人得自行補

登存摺查詢之。

二、貴行如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轉帳支付 VISA金融卡消費款項，

貴行應按時寄發消費款項對帳單。

三、如持卡人於當期消費款項對帳單寄送日起七日內，仍未收到消

費款項對帳單，應即向貴行查詢（至遲不得逾當期消費款項對

帳單寄送日起十四日），並得請求以掛號郵件、普通郵件或其

他適當方式補送，其費用由貴行負擔。但如持卡人請求貴行補

送三個月前之消費款項對帳單，則每次每個月份應繳交補寄對

帳單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並授權貴行得逕自持卡人之指定扣

款帳戶中扣繳。前揭費用，貴行得調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

於營業場所或貴行網站上公開揭示。

四、VISA 金融卡持卡人於申請表格所載之聯絡地址或其他聯絡方

式有所變更而未通知貴行者，則以最後通知之聯絡地址或申請

表格上所載聯絡地址為貴行應為送達之處所。貴行將業務上有

關文書或應為之通知，向持卡人最後通知之聯絡地址或申請表

格所載聯絡地址發出後，經通常郵遞之期間，即視為已合法送

達。對帳單之方式得以書面、自動化設備或網路等方式呈現。

五、持卡人對消費明細如有疑義時，例如無此筆交易、重覆扣款

等，請立即向發卡機構詢問，並得依規定申請爭議款處理。詳

情請洽本行客服專線：4058-0088，(手機撥打請加 02)。

第十條 消費糾紛帳款及現金回饋疑義之處理程序
一、持卡人如與特約商店就有關商品或服務的品質、數量、金額有

所爭議時，應向特約商店尋求解決，不得以此作為向貴行請求

返還帳款之依據。

二、持卡人於交易日起三十日內，如對交易或「指定扣款帳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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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或消費款項對帳單內所載事項有疑義，得檢具理由及貴行要

求之證明文件（如簽帳單或退貨單收執聯等）通知貴行，或請

求貴行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或請求貴行就該筆交

易依 VISA 國際組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主張

扣款。

三、持卡人未依前項約定通知貴行者，推定「指定扣款帳戶」存摺

或消費款項對帳單所載事項無錯誤。

四、貴行依第二項後段約定向收單機構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經

貴行證明「指定扣款帳戶」存摺或消費款項對帳單所載事項無

物或因非可歸責於貴行之事由而不得扣款時，如該款項已暫時

先行返還持卡人，貴行經通知持卡人後，得以通知之扣款日自

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扣除該支付之款項，若有不足部分，

持卡人仍應負清償責任，並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項約定辦

理。

五、持卡人如有請求貴行向收單機構調閱簽帳單或退貨單時，應給

付貴行調閱簽帳單手續費，國內消費為每筆新台幣壹佰元，國

外消費每筆新台幣壹佰元，前揭手續費貴行得調整之，惟應以

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或貴行網站上公開揭示。

六、持卡人同意如現金回饋有所爭議時，應請求貴行就該筆交易依

貴行之相關作業規定進行調查，以調查結果進行後續處理之依

據。

第十一條 付款
一、持卡人同意於消費時，貴行得先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

之可用餘額內將該應付消費款項予以保留（持卡人無法提領或

動用該保留款項），俟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向貴行請款時（即

扣款日），貴行再將該應付消費款項扣款支付之。但如特約商

店或收單機構自刷卡消費日起三十個日曆日止 ( 註 ) 仍未向貴

行請款，貴行得解除該保留款項。

註：若三十個日曆日屆滿日遇假日時，將遞延至下一個營業

日， 貴行始解除保留款項。

二、為避免國外匯率波動導致貴行保留款項不足支付，持卡人同意

於國外刷卡消費時，貴行得先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之

可用餘額內保留應付消費款項外，另附加保留該筆消費之應付

消費款之百分之十（持卡人無法提領或動用該保留款項），俟

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向貴行請款時（即扣款日），貴行再將該

應付消費款項扣款支付之。

三、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存款餘額於應扣款日不足支付某筆應

付消費款項時，貴行得拒絕扣除該筆之存款餘額，持卡人同意

貴行得先行墊付及於墊付範圍內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

保留之，並通知持卡人儘速補足不足之部分，但於持卡人補足

前，貴行得拒絕扣除該筆之存款餘額。

四、持卡人如應於扣款日止未補足前項不足之款項時，貴行得自應

扣款日次日起，按月計收「逾期補款手續費」（即懲罰性違約

金）新台幣貳佰元（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收），至應付消費

款項全部支付完畢為止，上述之費用，貴行得調整之，惟應以

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或貴行網站上公開揭示。

五、前項情形貴行得自應扣款日起，逐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

戶」存款餘額扣除，至應付消費款項、逾期補款手續費及其他

費用全部支付清償完畢為止。

第十二條 國外交易授權結匯
一、持卡人所使用 VISA 金融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台幣結付。如交

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持卡人茲授權貴行依

各信用卡組織依約所列結匯日之匯率及手續費率換算為新台

幣，並另加收銀行手續費後結付。

二、持卡人授權貴行為其在於中華民國境內之結匯代理人，辦理

VISA金融卡在國外使用 VISA金融卡交易之結匯手續，但持卡

人應支付之外幣結匯金額超過法定限額者，持卡人應以外幣支

付該超過法定限額之款項。

三、持卡人於國外消費，若因貴行授權時與信用卡國際組織清算時

之匯率變動，致貴行於持卡人消費時所保留之金額不足支付依

第一項約定結付後之金額者，持卡人仍應付清償責任。

第十三條 卡片被竊、遺失或其他喪失占有
一、持卡人之 VISA 金融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

持卡人以外之第三人占有之情形（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

形），應立即（即前述事由發生日起之二十四小時內）以電話

或其他方式通知貴行辦掛失補發手續，並繳交掛失補發手續費

每卡新台幣壹佰元。惟貴行認為有必要時，應於受理掛失手續

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

機關報案並檢具報案證明文件補行通知貴行。前揭掛失補發手

續費，貴行得調整之，惟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或貴行網

站上公開揭示。

二、持卡人自辦理掛失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貴行負

擔，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仍應負擔辦理掛失停用手續

後被冒用之損失：

1. 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 VISA 金融卡交其使用

者。

2. 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

詐欺者。

3. 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之交易密碼或

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使第三人知悉者。

三、辦理掛失手續前持卡人被冒用之自負額以新台幣參仟元為上

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免負擔自負額（在自動櫃員

機提領現金、轉帳及一切使用金融卡密碼部分交易部分，仍應

依貴行開戶總約定書內金融卡使用之約定辦哩，不適用本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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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卡人於辦理 VISA 金融卡掛失手續時起前二十四小時以後

被冒用者。

2. 冒用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

顯不相同或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可辨識持卡人之簽名不

相同者。

四、持卡人有本條第二項但書及下列情形之一者，且貴行能證明已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其被冒用之自負額不適用前項約

定：

1. 持卡人得知 VISA 金融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

貴行，或持卡人發生 VISA 金融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自

當期繳款截止日已逾七日仍未通知貴行者。

2. 持卡人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約定，未於 VISA 金融卡簽名致第

三人冒用者。

3. 持卡人於辦理 VISA 金融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貴行所請求

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第十四條 補發新卡、換發新卡及屆期續發新卡
一、持卡人發生 VISA 金融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並依第十三條規

定辦理掛失補發手續後，或污損、消磁、刮傷或其他原因致令

VISA 金融卡不堪使用，貴行得依持卡人之申請補發新卡。

二、持卡人於申請、掛失、補發及使用 VISA 金融卡功能時，應依

貴行規定繳納相關費用並授權貴行徑自持卡人帳戶扣取，其收

費標準，由貴行另訂之。

三、VISA 金融卡自發卡日起生效，其有效期限至卡片上所載有效

期限之當月末日屆滿。

四、貴行於 VISA 金融卡有效期間屆滿時，如未依第十八條終止契

約者，應續發新卡供持卡人繼續使用，惟貴行基於風險、安

全、持卡人之財務、信用、消費及還款狀況等考量，持卡人同

意於 VISA 金融卡功能終止、停用或發生無法使用之原因時，

得不續發新 VISA 金融卡予持卡人，持卡人得向貴行申請一般

金融卡並同意接受及履行開戶總約定書內使用金融卡約定事項

說明之約定。

五、VISA 金融卡有效期間屆滿前，持卡人如無續用之意願，須於

有效期限屆滿前，或於接獲續發新卡後七日內以第十八條第三

項所定之方式通知貴行終止本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

費用或價款，但已使用核發新卡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抵銷即抵充
一、持卡人經貴行依第十八條終止契約時，貴行得將持卡人寄存於

貴行之各種存款、款項及對貴行之一切債權主張期前清償，並

得將期前清償之款項抵銷持卡人對貴行所負之債務。（支票存

款須另依開戶總約定書內支票存款約定事項之約定，終止支票

存款契約後，貴行始得行使抵銷權）

二、貴行預定抵銷之意思表示，自登帳扣抵時即生抵銷之效力。

同時貴行發給持卡人之存摺、存單及其他債權憑證，在抵銷範

圍內失其效力。如抵銷之金額不足抵償持卡人對貴行所負之全

部債務者，依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至第三百二十三條規定抵充

之。但貴行指定之順序及方法較民法第三百二十三條之規定更

有利於持卡人者，從其指定。

第十六條 契約之變更
本契約條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貴行得以書面或法令允許之方式通

知持卡人，持卡人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

款。但下列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二個月以書面、電子文件通

知持卡人或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或貴行網站上公開揭示，並於

該書面、電子文件或上開揭示內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

新舊約款內容，暨告之持卡人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及持

卡人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條約款；並告知

持卡人如有異議，應於得異議期間以第十八條第三項所定之方式通

知貴行終止契約：

1. 增加向持卡人收取之年費、手續費及提高其利率、變更利息計

算方式及增加可能負擔之一切費用。

2.VISA金融卡發生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或滅失時，通知貴行之方式。

3.持卡人對他人無權使用其 VISA金融卡後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

4.有關 VISA金融卡交易帳款疑義之處理程序。

5.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十七條 VISA金融卡使用之限制
一、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貴行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降

低持卡人之每日刷卡消費額度或暫停持卡人使用 VISA 金融卡

部分或全部之權利：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四

項者。

2. 持卡人之「指定扣款帳戶」存款餘額自應扣款日起連續二

個月不足支付應付消費款項時。

3. 持卡人依破產法聲請或被聲請和解、宣告破產、經票據交

換所通告拒絕往來者。

4. 持卡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代理人、代表人、管理

人者，關於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經票據交換所公告拒絕往

來、依破產法聲請或被聲請和解、宣告破產、該法人依公

司法聲請或被聲請重整、停止營業或清理債務者。

5. 持卡人因刑事而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宣告或沒收主要財產之

宣告者。

6. 持卡人如使用 VISA 金融卡不當或貴行研判持卡人帳戶有疑

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得隨時停止或終止持卡人使用卡片，

並收回 VISA金融卡予以作廢。

二、持卡人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經貴行事先通知或催告後，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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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持卡人之每日刷卡消費額度或暫時停止持卡人使用 VISA 金

融卡部份或全部之權利：

1. 持卡人違反第二條第二項，貴行已依原申請時填載資料之

聯絡地址、電話通知而無法取得聯繫，或持卡人職業或職

務有所變動足以降低原先對持卡人信用之估計者。

2. 持卡人之「指定扣款帳戶」存款餘額自應扣款日起連續一

個月不足支付應付消費款項時。

3. 持卡人違反第四條第一項約定超過「每日消費扣款額度」

或「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可用餘額使用 VISA金融卡契約者。

4. 持卡人存款不足而退票，或其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之法定

代理人、代表人、管理人，而該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存款不

足而退票者。

5. 持卡人遭其他發卡機構暫停使用信用卡或 VISA 金融卡之權

利或終止信用卡或 VISA金融卡契約者。

6.持卡人受強制執行或假扣押、假處分或其他保全處分者。

7. 持卡人因其他債務關係被提起訴訟，或因涉及刑事被偵查

或起訴者。

8. 對貴行（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其他債務延不償還，或

其他債務有遲延繳納本金或利息者。

9.持卡人依約定負有提供擔保之義務而不提供者。

三、貴行於第一項或第二項各款事由消滅後，或經貴行同意持卡人

釋明相當理由，或持卡人清償部份款項或提供適當之擔保者，

得恢復原核給持卡人之每日消費扣款額度或使用 VISA 金融卡

之權利。

第十八條 契約之終止
一、持卡人得隨時以本條第三項所定之方式通知貴行終止契約。

二、持卡人如有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事由，或 VISA 金融卡有效

期限屆至者，貴行得以書面或其他經貴行同意之方式通知持卡

人終止契約。

三、持卡人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應親至貴行營業單位辦理始生終止

或解除之效力。

四、持卡人之「指定扣款帳戶」存款契約如終止時，本契約亦同時

終時。

五、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持卡人不得再使用 VISA 金融卡（含有

效期限尚未屆至者）。

六、貴行基於風險、安全、持卡人之財務、信用、消費及還款狀

況等考量，於不停止持卡人使用一般金融卡功能及終止本契

約之情形下，得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停止或取消持卡人使用

VISA 金融卡消費扣款功能。

第十九條 適用法律
本契約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依本契約發生債務之關係，其法律行為之成立要件、效力及方式適

用中華民國法律。

第廿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訴訟時，除法律所規定之法院有管轄權外，持卡人並同

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轄之特

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廿一條 業務委託
持卡人同意貴行之交易帳款收付業務、電腦處理業務或其他與本契

約有關之附隨業務（如資訊系統之資料登錄、處理及輸出，資訊

系統之開發、監控及維護，行銷，客戶資料輸入，表單列印、裝

封及付交郵寄，表單、憑證等資料保存，卡片製作及送達，帳款催

收及法律程序⋯等【含符合特定目的之相關個人資料搜集及電腦處

理】），於必要時得依主管機關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委託適當

之第三人或與各信用卡組織之會員機構合作處理。持卡人並同意貴

行將其個人資料提供予該第三人，該第三人於電腦處理及利用持卡

人個人資料時，仍應依法令規定並保守秘密。

第廿二條 其他約定事項
持卡人除本契約外，另應遵守貴行活期性存款及金融卡之相關約

定。本契約或其他附件各項約定如有未盡事宜，依貴行作業規定或

由雙方另行協議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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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 VISA金融卡綜合保險約定條款

富邦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保險證

核准文號：99.03.18(99)富保研發新字第 126號函備查

投保單位：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期間：

自民國 104年 1月 1日零時起至民國 105年 1月 1日零時止

適用卡別：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Visa金融卡

(本證所指渣打 Visa金融卡係僅針對有開啟消費扣款功能使用者 )

第一章 共同條款
本保險契約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單位」係指發行信用卡並代理被保險人要保之機構，即：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股 )公司。

二、「承保信用卡」係指由要保單位所核發，並交由被保險人所持

有且記載於本保險契約之信用卡，包括公司卡及認同卡。

三、「被保險人」係指持有要保單位所核發之有效承保信用卡（含

正卡及附卡）之持卡人，及持卡人於承保事故發生時之配偶及

未滿二十五足歲之未婚子女。

四、「保險期間」係指本保險契約上所載之時日，其起迄時日以中

原標準時間為準。

五、「公共運輸工具」係指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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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遊覽之用而非經常性載運旅客之用者：如麗星郵輪 / 遊

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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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總統包機、

軍機等。

六、「商用客機」係指領有航空器營運及註冊國相關單位核准其經

營航空交通運輸業務之證明、執照或相關許可之航空公司，依

據其出版之航行於固定機場間之時刻表及價目表，提供載運不

特定大眾或團體搭乘之航空公共運輸工具，亦包含加班機，或

班機座位之一部或全部係由旅行社承包，但開放予不特定大眾

或團體搭乘之班機。

第二章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渣打 Visa 金融卡支付於出

發前已確認班次之商用客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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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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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客

機或團費之交易者，本公司即不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係指持有要保單位所核發之有效承保渣打 Visa 金融

卡之持卡人，及持卡人於承保事故發生時之配偶及未滿二十五足歲

之未婚子女。

壹、班機延誤費用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須支付之班機延誤

費用，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額」內負

理賠責任： 

一、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班機延誤起飛達四小時以上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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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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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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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稱「班機延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

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之膳食、住宿費用。

二、來往於機場及住宿地點間之交通費用。

三、因班機延誤而須住宿，且被保險人行李已交寄而須購買之日用

必需品費用。

四、國際電話費。

前項費用若係發生於其居住所在國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

被保險人的預定行程若係一接續性的行程，雖該行程發生一次以上

之班機延誤事故，本公司對於因此所生之班機延誤費用，仍以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每人每次事故保險金額」為限。

渣打 Visa 金融卡：賠償金額實支實付，每人以新台幣柒千元整為

限，每卡以新台幣壹萬肆千元整為限。

貳、行李延誤費用（6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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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不含居住所在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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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保險契約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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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打 Visa 金融卡：賠償金額實支實付，每人以新台幣柒千元整為

限，每卡以新台幣壹萬肆千元整為限。

叁、行李遺失購物費用（24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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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不含或居住所在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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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本保險

契約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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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若已依前條規定給付行李延誤保險金者，則本公司依前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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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打 Visa 金融卡：賠償金額實支實付，每人以新台幣貳萬元整為

限，每卡以新台幣肆萬元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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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劫機之補償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搭乘飛機遭遇劫機事故時，本公司依其受劫

持期間之日數按日 ( 每日支付新台幣 5,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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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共同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事故或損失，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一、戰爭、類似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所致者。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者。 

三、被海關或其他政府機關沒收、扣留、徵收或銷毀者。 

四、被保險人之故意或犯罪行為所致者。 

五、罷工、暴動、民眾騷擾，但於劫機補償不適用之。

陸、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特別不保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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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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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負賠償

責任： 

一、自殺、自殘或鬥毆行為。但為正當防衛者，不在此限。 

二、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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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班機延誤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

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出班機延誤費用之單據明細正本。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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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倘係申請失接之「班機延誤費用」，請說明本欲轉接之班機時

間、及轉機前往地點及延誤時數。 

七、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班機延誤費用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捌、「行李延誤費用或遺失」購物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請「行李延誤或行李遺失購物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

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

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三、登機證、機票及行李牌正本。 

四、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支出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之單據明細正

本。 

五、事故發生當時航空公司或機場所開具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證明文

件正本及領回延誤行李之證明文件正本。 

六、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行李延誤或遺失費用時，應檢具身分

證明文件影本。

玖、「劫機補償」保險金的申領 

被保險人申領「劫機補償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

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三、登機證及機票正本。 

四、劫機事故證明文件正本。 

五、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劫機補償保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第三章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壹、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平安保險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以有效之承保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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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本契約

之約定給付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搭乘商用飛機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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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機場內等候搭機期間。

(3)搭乘及上下商用飛機期間。

二、被保險人搭乘及上下前款以外之「公共運輸工具」時。 

渣打 Visa 金融卡：死亡保險金最高新台幣肆佰伍拾萬元整，殘廢

保險金依保單規定之殘廢等級比例計算。

貳、移靈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障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死亡者，本公司對受益

人給付移靈費用，但最高以本保險單所載之保險金額 ( 新台幣叁萬

元整 )為限。

叁、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成死亡、殘廢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

金之責：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的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 ( 騎 ) 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當地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被保險人受麻醉藥、大麻、鴉片、興奮劑、及類似物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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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戰爭、類似戰爭 (不論宣戰與否 )、敵人侵略、外敵行為、叛亂、

內亂或其他類似之武裝變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七、非以乘客身份搭乘航空器或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民用飛行

客機者。但契約另有約者不在此限。

肆、「身故 /殘廢 /移靈」保險金之申領 

受益人申領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以承保信用卡購買機票之簽帳單影本 (需有授權號碼 )

或旅行社之代收轉付收據影本。 

三、交通運輸工具票根及訂位記錄證明影本。 

四、出入境證明影本。 

五、請求身故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診

斷書及被保險人除戶戶籍謄本。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

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六、請求殘廢保險金者，另具殘廢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

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七、請求移靈費用保險金者，另具移靈費用之相關單據正本。 

八、受益人的身分證明影本。受益人申領「殘廢保險金」時，本公

司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必要時並得經受益人同意調

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九、申請持卡人配偶或子女之身故、殘廢、喪葬費用或移靈費用保

險金時，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伍、受益人之指定 

本保險之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及移靈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

險人之法定繼承人，殘廢保險金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

受理另行指定或變更。

陸、恐怖主義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對於直接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者之行為或與其有關之行動， 不

論其是否有其他原因或事件同時或先後介入所致任何損失、費用支

出或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 VD卡保險金額明細表： 保險金額 NT$

信用卡旅遊不便保險
渣打 VISA金融卡

(僅針對有開啟消費扣款功能使用者 )

班機延誤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每卡每次事故：

7,000

14,000

行李延誤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每卡每次事故：

7,000

14,000

行李遺失購物

費用

每人每次事故：

每卡每次事故：

20,000

40,000

劫機補償（每日） 5,000

信用卡旅行平安保險
VD卡

(僅針對有開啟扣款功能使用者 )

信用卡公共運輸工具期間旅行 

平安險
450萬

移靈費用 30,000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保險契約規定辦理。 

「信用卡理賠服務中心」之連絡資訊如下：

電  話：(02) 2577-5455 #336

傳  真：(02) 2577-4243

地  址：1059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號 13樓

e-mail：zoe@hwa-hsi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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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營業部 新竹市中央路 106號 03-5243151

新　竹 新竹市復興路 35號 03-5266171

光　復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270號 03-5775663

中　正 新竹市中正路 326號 03-5348939

延　平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 214巷 50號 03-5219216

竹　東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一段 300號 03-5965711

新　埔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 386號 03-5883611

湖　口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一段 82號 03-5992614

竹　北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 8號 1~2樓 03-5513115

關　西 新竹縣關西鎮明德路 21號　 03-5875151

新　豐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 155-7號 03-5591113

新　興 新竹市四維路 130號　 03-5233171

新　社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 141號　 03-5519456

園　區 新竹市科學園區園區二路 11號 03-5785355

北新竹 新竹市北大路 6號　 03-5348155

桃　園 桃園市中正路 66號 03-3340176

大　溪 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 253號　 03-3873915

大　園 桃園縣大園鄉中山北路 44號　 03-3861130

中　壢 桃園縣中壢市中山路 194號　 03-4252186

楊　梅 桃園縣楊梅鎮大成路 105號　 03-4783491

新　屋 桃園縣新屋鄉中山路 251號　 03-4773226

龍　潭 桃園縣龍潭鄉北龍路 202號　 03-4793185

三　民 桃園市三民路三段 301號 03-3351593

內　壢 桃園縣中壢市內壢信義路 83號 03-4553122

八　德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二段 43號 03-3634341

永　安 桃園市中正路 465號　 03-3324002

新　明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 56號　 03-4918701

龜　山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 1077號 03-3290728

南　崁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路 90號　 03-3524148

大樹林 桃園市桃鶯路 233號　 03-3664291

龍　岡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 302號　 03-4657779

山子頂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山頂段 150號 03-4696257

埔　心 桃園縣楊梅鎮埔心里永美路 351號 03-4824984

新　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79-17號 02-29082996

會　稽 桃園市春日路 862號　 03-3553278

環　北 桃園縣中壢市環北路 405號　 03-4511333

觀　音 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中山路二段 833號 03-4986401

平　鎮 桃園縣平鎮市義民里環南路 225號　 03-4910311

苗　栗 苗栗市中正路 562號　 037-324671

竹　南 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217號　 037-476161

頭　份 苗栗縣頭份鎮和平路 106號　 037-668281

苑　裡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 19號 037-862851

公　館 苗栗縣公館鄉忠孝路 211號　 037-228525

通　霄 苗栗縣通霄鎮仁愛路 16號　 037-757511

後　龍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 20號　 037-724591

營業單位 地  址 電 話
三　義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 83號 037-875281

大　湖 苗栗縣大湖鄉民生路 79號 037-995561

銅　鑼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 201號　 037-985211

東內壢 桃園縣中壢市榮民路 47號 03-4351988

公　西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 237號 03-3972288

莊　敬 桃園市大興西路二段 35號 03-3026699

金　陵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 87號 03-4579155

建　國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38號 02-87723232

板　橋 新北市板橋區新府路 1-1號 2樓 02-66215700

蘆　洲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308號 02-82828266

內　湖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 69號 02-26318888

文　心 台中市文心路一段 380號 04-23192480

豐　原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 797號　 04-25234116

嘉　義 嘉義市民族路 345號 05-2288855

台　南 台南市金華路二段 429號 06-2648101

九　如 高雄市九如一路 383號 07-3872296

東　寧 台南市東區東興路 88號 06-2761561

東　海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306號 04-24653500

神　岡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788號 04-25622731

南　屯 台中市黎明路二段 302號 04-22536208

中　和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 182號 02-82271656

北　屯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36號 04-22990755

西　屯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 327號 　 04-36062088

彰　化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53號 04-7282999

北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 189號 07-5501705

復　興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20號 1樓 02-66027676

三　多 高雄市中山二路 262號 1樓及 260號 2樓 07-9660766

東台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128號 02-66192900

大　雅 台中市北區大雅路 57號 04-36023300

東台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 2段 107號 06-2289777

五　福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 59號 3F
 (大立百貨 )

07-9652900

南　京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61號 1樓 02-66023000

敦　化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9號 1樓 02-66396000

信　義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97號 2、3樓 02-27206118

仁　愛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號 02-66363700

天　母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46-1號 1樓 02-66107600

敦　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68號 1樓 02-27166261

中　山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36號 1樓 02-66197200

八　八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28號 02-66408888

大　直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676號 02-66107500

金　山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151號 02-66010700

高　雄 高雄市中正二路 175號 22樓 07-9685100

台　中 台中市中港路一段 261號 04-232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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