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發現金 指定將來銀行 最高十倍奉還 

◼ 活動內容：本專案共分成以下兩項活動，活動對象、活動內容與活動注意

事項請參照以下說明： 

(一) 十倍奉還： 

1. 活動對象：持有將來銀行(下稱本行)新臺幣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者。 

2. 活動內容：完成以下任務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1) 至「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且普發現金

之 6,000 元需於 2023/5/31 前實際入帳至活動對象本人於本

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2) 活動對象於 2023/3/15~2023/5/31 前，使用本行將將卡任

刷一筆消費(不含綁定支付錢包授權刷卡及 N 點回饋排除項

目)。 

3. 獎項：每名 6 萬 N 點，共 10 名。 

4. 於 2023/7/7 前抽出符合資格之中獎名單，得獎名單於

2023/7/14 公佈本行官網後由專人聯繫確認得獎資訊，並於

2023/8/4 發送至持卡人 N 點帳戶。 

(二) 新朋友活動： 

1. 活動對象：年滿 18 歲之本國自然人，且於

2023/3/15~2023/3/29 使用本行 APP 成功開立本行存款帳戶並

完成裝置綁定者。(曾經銷戶再開戶者不適用) 

2. 活動名額：限額 2 萬名。 

3. 活動內容：完成以下任務即可獲得加碼回饋優惠 

(1) 至「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且普發現金

之 6,000 元需於 2023/5/31 前實際入帳至活動對象本人於本

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2) 活動對象於 2023/3/15~2023/5/31 前，使用本行將將卡消

費，單筆消費滿 1,688 元(不含綁定支付錢包之授權刷卡及 N

點回饋排除項目)。 

4. 獎項：回饋 500N 點。 

5. 回饋之 N 點統一於 2023/7/7 發送至持卡人 N 點帳戶。 



 

 

◼ 活動注意事項： 

1.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本行不會以簡訊的方式通知提領 6000 元現

金，若看到類似訊息，請務必留意，避免上當，若有疑慮可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請勿打開來源不明的簡訊或電子郵件內的連結或附

檔，更不要依內容指示登入行動銀行、回傳簡訊驗證碼或撥打電話號

碼等，以避免遭到詐騙。 

2. 關於「全民共享普發現金」政策以行政院財政部最終頒布作法為準。 

3.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之 6000 元入帳時間，最晚需在 2023/5/31 前入帳

本行帳戶始符合活動辦法，若政策調整或延後時程，將以本行後續公

告時程為準。 

4. 【十倍奉還】活動採電腦隨機抽獎，得獎名單將於 2023/7/14 公佈本

行官網且由專人聯繫，如於指定期限前未回覆確認領獎資格者，視同

放棄其領獎資格，本行不提供任何補償，亦不遞補得獎名額。 

5. 本活動刷卡消費日認列需在 2023/5/31 前完成且消費商店請款日須在

2023/6/20 完成方符合回饋條件。 

6. 本活動使用將將卡繳付或消費以下項目，不予計算 N 點回饋： 

(1) 用以支付賭博籌碼、或其他依法令規定不得回饋之相關交易金額

及費用。 

(2) iPASS 一卡通電子票證自動加值儲值金。 

(3) 學費、公路監理資費、各項規費、各類稅款等。 

(4) 透過各繳費平台，包含但不限於 e-Bill 全國繳費、i 繳費平台及

APP、醫指付 APP、NCCC。 

(5) 公務機關信用卡繳費平台、電子化繳費稅處理平台機制繳納、個

人綜合所得稅、查核定稅(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燃料費等)

等。 

(6) 提款、轉帳交易。 

(7) 本行提供透過票據交換所進行代扣繳之各項服務。 

舉例說明：中華電信費用(含室內電話、行動電話及 Hinet 費用)、

台灣電力公司電費、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水費、台灣自來水公司水

費、瓦斯費等。 



 

7. 持卡人如因任何理由退還刷卡買受之貨品、服務或因簽帳卡爭議及其

他原因而退還刷卡消費款項時，持卡人原先已取得之回饋本行得逕行

調整扣回。 

8. 持卡人於本活動回饋入帳之前，若有發生停卡或違反『將來銀行點數

服務條款』，自動喪失參加本活動之資格，本行將不另行通知持卡人。 

9. N 點說明，依本行公告之『將來銀行點數服務條款』為準。 

10. 本活動抽獎屬於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之機會中獎所得，依中華民國

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超過 NT$20,000 以上者，須負擔 10%機會中獎所

得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

之本國人及外國人)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所得稅。本行客

戶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任何稅捐皆為客戶個人之義務，概與本行無

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概由中獎人自行向稅捐稽徵機關提

出申訴。若中獎人同意領取本次中獎之 N 點，即為同意由本行代為於

中獎金額直接扣抵所得稅款，實際撥入中獎人於本行 N 點帳戶之 N

點將為中獎金額扣除稅款後之淨額。 

11. 本活動嚴禁參加者使用不當方式進行干擾，如經本行發現不法情形，

本行得取消其參加活動之資格。同時，對於任何以詐騙行動或其他足

以傷及本活動之個人，將來銀行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12. 本行保留隨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終止本活動及改由其他等值贈

品取代之權利，如有任何變更或終止時，將於本行官網進行公告。若

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

說明之。 

13. 如對本活動有任何疑義，請參考本行官網活動公告或撥打客服專線：

(02) 8979-6600。 

  



 

◼ 活動 Q&A： 

Q1. 政府的網站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登記？ 

A：請依財政部公布之確切時間為準。 

Q2. 何時可以去 ATM 提領政府發送的 6000 元現金？ 

A：請依財政部公布之確切時間為準。 

Q3. 普發之現金需在何時入帳才符合活動資格？ 

A：普發之現金需在 2023/5/31 前入帳方符合活動資格，若政策調整或延後，將以後續

本行公告為準。 

Q4. 我在 4 月開戶，也有登記入帳普發現金至將來銀行帳戶，也享有刷 1,688 元回饋

500 點嗎？ 

A：不適用。此活動需在 3/15~3/29 間至本行申請開戶並完成裝置綁定者方享活動優

惠。 

Q5. 我在 3/15~3/29 開戶完成再刷卡就享有回饋嗎？ 

A：客戶需完成以下兩項任務才可享有加碼回饋優惠： 

(1) 於活動期間內成功開立將來銀行帳戶後，需完成裝置綁定，且於普發現金網站進行

登記入帳至將來銀行，且普發之現金 6,000 元需在 2023/5/31 前入帳至本人於本行

之活期存款帳戶。 

(2) 於活動期間內單筆消費滿 1,688 元。 

Q6. 我在 3/15~3/29 開戶，使用將將卡至 ATM 提領，也享有刷 1688 回饋 500 點嗎？ 

A：不適用！需在「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且普發現金之 6,000 元

需實際入帳至本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者方符合本次活動資格。 

Q7. 我在 3/15~3/29 開戶，也在財政部「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

並填寫將來銀行帳戶，也刷了單筆 1688，還需要再刷 1 筆消費才能參加抽獎活動

嗎？ 

A：完成新朋友活動內容即享有抽獎資格。 

Q8. 我於 5/31 前完成刷卡消費，但被退刷了，這樣符合回饋和抽獎資格嗎？ 

A：若你刷卡之款項進行退刷或商家未在 2023/6/20 完成請款，將不符合本活動之回饋

與抽獎資格喔！ 

Q9. 我是屬於政府直接入帳方式領取普發現金，如何參加這個活動？ 

A：不適用。需在「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且普發現金之 6,000 元

需於 2023/5/31 實際入帳至本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者方符合本次活動資格。 



 

 

Q10. 使用將將卡去 ATM 提領普發現金之 6000 元，可以參加抽 6 萬 N 點的活動嗎？ 

A：不適用。需在「全民共享普發現金」網站選擇「登記入帳」，且普發現金之 6,000 元

需於 2023/5/31 實際入帳至本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者方符合本次活動資格。 

Q11. 我已完成新戶活動任務，500 點何時會回饋到帳戶？ 

A：符合活動資格者，本行會於 7/7 會統一贈點至您的點數帳戶。 

Q12. 此活動期間開戶，是否還可以拿到原本的開戶禮？ 

A：可以！新戶加碼活動與此活動是兩個獨立活動！你仍享有本行當時公告之新戶活

動。 

Q13. 如果我幫家人登記代領普發現金的 6000 元，並登記為我的將來銀行帳戶，這樣也

有資格參加這次活動嗎？ 

A：本次活動須登記本人普發現金名額，並實際入帳至本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者方符

合本次活動資格。 

Q14. 如果我在活動期間刷卡消費很多次，會因為我的刷卡次數抽獎名額也變多嗎？ 

A：不會。符合活動條件者，每人皆僅有一次抽獎名額。 

Q15. 將來銀行提供哪些方式領取普發現金的 6000 元？ 

A：本行提供網路登記選擇將來銀行帳號入帳，及使用將來銀行簽帳金融卡至 ATM 提

領兩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