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chart 外幣寄杯日 活動辦法
一、 活動期間：2020/10/21 至 2020/12/18
二、 活動對象：同持 Richart 臺幣存款帳戶與 Richart 外幣存款帳戶之用戶
三、 活動說明：活動對象於活動期間參加以下活動，即可獲得對應之優惠或抽
獎資格。
四、 活動內容：
(一) 任務一：限時換匯活動
1. 任務對象：同持 Richart 臺幣存款帳戶與 Richart 外幣存款帳戶之用戶
2. 任務期間：10/21-10/23、11/18-11/20、12/16-12/18
3. 任務內容：上述期間內，透過 Richart APP 以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
及 Richart 外幣活期存款帳戶進行外幣即期結匯(僅限於 Richart APP 完成
之新臺幣轉外幣交易)，最高可享本活動提供之匯率優惠，依幣別設定如下：
(1)
美元：新臺幣-0.035~成本價/1 美元
(2)
人民幣：新臺幣-0.005~成本價/1 人民幣
(3)
澳幣：新臺幣-0.055~成本價/1 澳幣
(4)
日幣：新臺幣-0.000875~成本價/1 日幣
(5)
歐元：新臺幣-0.0875~成本價/1 歐元
4. 詳細專案規範請參照 七、任務一專案規範。
(二) 任務二：全勤獎勵活動
1. 任務對象：成功參與任務一 限時換匯活動之用戶
2. 任務內容：於任務一指定的限時換匯活動期間(10/21-10/23、11/18-11/20、
12/16-12/18)皆參與換匯之客戶，即可獲得 LINE POINTS 200 點抽獎資格。
(三) 任務三：累計換匯金額活動
1. 任務對象：同持 Richart 臺幣存款帳戶與 Richart 外幣存款帳戶之用戶
2. 任務內容：於活動期間內完成至少一筆換匯交易，需透過 Richart APP 以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及 Richart 外幣活期存款帳戶進行外幣即期結匯
(僅限於 Richart APP 完成之新臺幣轉外幣交易)，且累積換匯交易金額超過新臺
幣 30,000 元客戶，即可獲得 LINE Points 一萬點抽獎資格。
五、活動獎項
1. 完成任務二者可獲得 LINE POINTS 200 點，抽 100 名
2. 完成任務三者可獲得 LINE POINTS 10,000 點，抽 10 名。
六、獎項發放流程
台新銀行將於 2021/1/31 前檢核名單過後進行抽獎，中獎名單將於 2021/02/10
公告於 Richart 官網，並以手機簡訊發送得獎通知，簡訊將發送至中獎客戶於
台新銀行所留存之手機號碼為準。中獎者需於 2021/2/28 前，填妥簡訊中所附
數位中獎回覆函連結，並連同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回傳至台新銀行 Richart

數位中獎回函系統(以台新銀行 Richart 數位中獎回函系統紀錄成功回傳時間為
準)，經台新銀行確認內容無誤後，獎項將於 2021/3/31 前以簡訊方式寄送序號
(LINE POINT CODE)至參加者於台新銀行所留存之手機號碼。惟若客戶逾期未完
成上領領獎相關程序，將視為客戶自動放棄領獎資格及獎項。
七、任務一專案規範
1. 本專案活動期間共三波：10/21-10/23、11/18-11/20、12/16-12/18
第一波：2020 年 10 月 21 日 09:30 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 15:30 止
第二波：2020 年 11 月 18 日 09:30 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 15:30 止
第三波：2020 年 12 月 16 日 09:30 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 15:30 止
客戶於專案期間內，透過 Richart APP 以 Richart 新臺幣活期存款帳戶或
Richart 外幣活期存款帳戶進行換匯交易成功，符合一定條件者於專案期間
內，可享本專案提供之外幣即期結匯優惠匯率。
2. 適用本專案之外幣幣別依專案內容記載為主。
3. 本專案優惠交易時間：限台新銀行營業日 9:00 至次日凌晨 03:00(以正式掛
牌營業時間為準)，但若交易日適逢臺灣銀行休假日、彈性放假/補上班日、
其他因素臨時放假、國際外匯市場休市日或其他異常狀況，台新銀行有權利
依實際狀況調整提供換匯服務時間。
4. 辦理外匯換匯交易，單筆最低金額為新臺幣伍佰元(或等值外幣)。同一營業
日内，Richart、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電話理財、臨櫃(合計)辦理涉及新臺
幣之即期換匯交易，單筆或累計交易金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或等值外
幣)。同一營業日内，Richart、網路銀行暨行動銀行及電話理財辦理換匯交
易之筆數合計以五十筆爲限(涉及新臺幣之換匯與不涉及新臺幣之換匯合計)。
5. 匯率優惠方式：採當下減免，依當時牌告匯率進行優惠匯率折讓，如觸本行
成本價則以成本價計。因外匯匯率會隨時波動，立約人應認知執行交易前所
接獲之外匯匯率報價均供參考，實際交易匯率須以確認執行交易當時匯率為
準；如遇匯率波動較大時，部分交易時段可能無法享有此專案優惠匯率，台
新銀行將以成本匯率與客戶交易。
6. Richart 服務由台新銀行提供，台新銀行保留核准、變更及終止本專案活動
之權利，亦保留審核客戶參加本專案資格之權利；若客戶有任何不符合參加
資格、違反法律或法令限制之情形，台新銀行將不給予本專案優惠。
7. 外幣轉換可能因匯率變動而發生機會或風險，客戶應自行承擔各項有關外匯
兌換限制及損失等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匯率、政治、國家之風險)，以
及將所投資之外幣兌換至原持有幣別或其他幣別時可能遭受之匯兌損失，可
能發生之最大損失為全部投資本金及利息之喪失。任何時間的相關匯兌水準
並不保證有利的投資報酬，因此客戶應評估自身之外幣需求，並衡量實際收
益利息和外幣匯率到期時反轉的損失估計，台新銀行並不為任何收益或損失
保證。

八、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之參加者限居住於臺、澎、金、馬地區之本國國民參加，資料若有不
實，將取消參加及領獎資格，台新銀行保留審核參加者資格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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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各項任務每人僅限參加一次，且不得重複獲獎，台新銀行保有審核參
加者資格之權利；活動獎項皆以實物或台新銀行公告為準，恕不提供交換、
挑選、轉讓及折現，亦不得更換中獎人。
參加者應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
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台新銀行有權取消參加者之獲獎
資格;若因資料不正確，而導致無法聯繫以及收取獎品，恕無法要求補發。
如有致損害於台新銀行或其他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本活動各獎項之獲獎名單將依照台新銀行審核或公告為準。
本活動所稱之 Richart「存款帳戶」，包含 Richart 數位銀行綜合存款帳戶
及同享 Richart 數位銀行綜合存款帳戶優惠之存款帳戶。
LINE POINTS 點數儲值及兌換使用方式
(1)
請至 Point Code 網站輸入序號儲值 :
https://points.line.me/pointcode
(2)
必須為台灣 LINE 應用程式使用者:
i.
尚未使用 LINE 應用程式者，煩請下載安裝 LINE 應用程式之後進
行相關手續。
ii.
需使用 LINE 登入，並請於 LINE 設定電子郵件信箱與密碼。
iii.
手機門號、LINE 帳號必須為台灣 LINE 用戶。
iv.
POINT CODE 效期及無法使用狀況:已儲值過的 POINT CODE 無法再
行儲值。
(3)
POINT CODE 具有效期限，一旦過了有效期限即無法使用。請用戶於
2021/12/29 前儲值，因過期失效之事宜，恕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敬
請見諒。POINT CODE 無法重新發放: 若有遺失 POINT CODE 或遭盜
用、竄改等情形，皆無法協助重新發放 POINT CODE 。
(4)
POINTS 使用方法:請參考 LINE POINTS 支援中心 :
https://help2.line.me/linepoints。
台新銀行非本活動獎品「LINE POINTS」之製造者，且與該獎品之提供廠商
並無任何代理或合夥關係；中獎人如因使用該獎品發生任何爭議或相關限
制，請逕洽該獎品之實際製造或提供廠商處理。
本活動【LINE POINTS 200 點、LINE POINTS 10,000 點】為機會中獎，依所
得稅法規定，中獎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時，參加台新銀行活動所得
之年度累積中獎總額若超過新臺幣 1,000 元者，應列入中獎人年度綜合所
得，台新銀行將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申報予國稅局，提供中獎客戶將此機
會中獎所得併入所得計算及報繳所得稅。台新銀行依所得稅法第 94-1 條規
定，得免填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予中獎人，若中獎人有需求時請另
行提出申請。
本活動嚴禁參加者使用程式或其他方式進行系統干擾偽造之行為，任何破壞
活動進行、破壞網站管理者運作、違反網站管理使用條款者，如經台新銀行
查證發現不法情形，台新銀行具有得取消其參加活動資格之權利。同時，對
於任何以詐騙行動或其他足以傷及本活動或網站之個人，台新銀行將追究其
法律責任。
Richart 服務由台新銀行提供，台新銀行保留隨時修改、變更、終止本活動
及替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本活動如有變更或終止時，將於 Richart 官網

公告。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 Richart 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
充公告之。
11. 參加本活動即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條款；若有違反者，台新銀行有權取消參
加者之參加資格，如對本活動有任何疑義，請參考 Richart 官網公告或撥
打 Richart 客服專線：(02)8798-9088 / 0800-88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