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事達卡攜手淡海輕軌 打造北台灣智慧交通生活圈 

淡海 Go好玩 輕軌 Go Smart  一卡在手交通購物無縫接軌！    

發稿日期：2020 年 1 月 15 日    

  （台北訊）全台第一個不斷點無現金智慧生活圈正式成型！萬事達卡今(15)日與淡海

輕軌共同宣布，將於今日正式開通信用卡感應支付過閘服務，並搭載萬事達卡品牌聲音識

別 (Sonic Branding)，且獨步全國接軌信用卡交通支付應用與商圈消費，打造北台灣第一個

應用創新支付科技串連交通與消費的無現金智慧生活圈。持卡人使用萬事達卡支付淡海輕

軌交通費用後，持同張卡片在淡海輕軌周圍商圈指定商店消費，可同時自動享有消費優

惠。該項新創舉不僅突破目前消費者僅能用電子票證卡享有交通工具轉乘優惠現況，透過

該系統的跨運具系統串接介面，未來，該服務還將自淡海輕軌無縫延伸至淡海商圈公車轉

乘優惠。一張萬事達卡在手，出行與購物全面滿足。 

 
自 1 月 15 日至 2 月 14 日，萬事達卡提供持卡人獨家優惠，持卡人於優惠期間持感

應式萬事達卡信用卡或以具有 NFC 功能的行動裝置綁定萬事達卡搭乘淡海輕軌，除可享

有車資免費的乘車優惠外，持卡人在搭乘淡海輕軌後，以同張卡片在淡海輕軌周邊商圈消

費可同時享有購物折扣優惠，搭乘優惠不間斷！今年春節就與親朋好友相約到淡水去走春

當潮人，體驗北台灣第一個不斷點的智慧生活圈。 

 
萬事達卡開放式支付平台應用從交通延伸至商圈    創新支付科技打造無現金智慧城市生活 

 
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陳建宇表示:「新北市在智慧城市的架構下，持續運用人工智

慧、大數據、雲端運算等技術，發展讓民眾有感的智慧交通城市。為達成交通智慧城市的

目標，今年我們也陸續將感應式支付及行動支付加入新北市交通系統，消費者可使用更多

元的支付工具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大幅提升運輸效率及便利性。此外，搭配沿線商圈的消

費購物優惠，可望帶動新北市整體的觀光產業並落實智慧綠能運輸政策。」 

   
  萬事達卡台灣區總經理陳懿文表示：「萬事達卡深信開放式交通支付為發展智慧城市

的重要關鍵，繼高雄捷運及桃園捷運引進開放式支付後，我們很高興能與淡海輕軌合作，

提供民眾信用卡感應支付過閘服務，將交通支付應用延伸至商圈的新創舉，不僅打破了消

費者對於創新支付科技在交通應用的想像，更讓北台灣首個無現金智慧生活圈在新北市落

地，提供持卡人暢遊淡海不斷點的全新體驗！」 

 
 
2020 最潮走春淡海行 一卡搞定吃喝玩樂 交通、購物全享優惠  



 
 
 
 

消費者於 1 月 15 日至 2 月 14 日期間，持萬事達卡搭乘淡海輕軌除可享車資免費的

乘車優惠外，持同張信用卡於指定商家消費，還能享有消費優惠。目前已經串連的商圈包

括淡海家樂福以及紅樹林等商圈，自 1 月 15 日至 1 月 31 日期間，所有萬事達卡持卡人

搭乘淡海輕軌後，持同張卡至家樂福淡新店於 3 樓美食街點餐消費，即可獲免費小菜或

折價優惠；在賣場內消費滿 NT 666 元，即可憑消費發票及乘車證明，免費兌換限量贈

品。 

 
此外，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期間，所有持萬事達卡綁定行動支付搭乘淡海輕軌的消費

者，持同張卡在「美麗新廣場淡海館」與「美麗新淡海影城」等商家取得服務台機器認證

後，當日於館內累計消費達指定金額，即可兌換遊樂園及餐廳對應之禮品或折扣，而影城

則提供爆米花/飲料升級優惠，每人每日限兌一份。 

 
        台新銀行提供淡海輕軌信用卡金流服務，亦致力跨運具與商圈之推廣，自 2 月 15 日

至 12 月 31 日止，針對該行萬事達卡持卡人提供「觀海樓旅店」、「台北旅人國際青年

旅館」等旅店最低 6 折住宿優惠以及淡海商圈指定商店消費優惠。 

 

  還在規劃年節出遊的民眾，不妨與親朋好友相約到淡水來趟國內走春輕旅行，除了搭

乘輕軌免費，更可在欣賞週邊景點之餘，享受到合作商家的消費優惠，無需攜帶現金，只

要一卡在手，就能循著淡海輕軌沿線一路賞美景、吃透透，讓你不僅玩得開心還能省荷

包！  

 
#  #  # 

關於萬事達卡 About Mastercard 

萬事達卡（紐約證券交易所代碼：MA），www.mastercard.com，為全球領先的科技支

付品牌。營運全世界最快速的支付處理網路，萬事達卡連結超過 210 個國家和地區的消

費者、金融機構、商家、政府和企業。萬事達卡的產品和解決方案，使日常商業活動—

如購物、旅遊、企業經營和財務管理—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效率。欲瞭解萬事達卡，

請上 Twitter @MastercardAP 與@MastercardNews，亦可參與 Cashless Pioneers Blog 進行

討論，或至新聞中心並訂閱最新相關資訊。 
 

 

新聞聯絡人： 

萬博宣偉公關 

Kevin Huang 黃志浩 Ellen Lin 林書伃 Chantal Lin 林昕緹 

02-2722-5779#129 

0930-933-857 

02-2722-5779#606 

0937-976-670 

02-2722-5779#152 

0971-088-599 

KHuang2@webershandwick.com  Elin@webershandwick.com Clin@webershandwi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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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itter.com/MasterCardNews
http://newsroom.mastercard.com/asia-pacific/zh-hans/blog/
http://newsroom.mastercard.com/asia-pacific/zh-hans/
http://newsroom.mastercard.com/subscribe/
mailto:KHuang2@webershandwick.com


 
 
 
 

【新聞附件 – 商家消費優惠】 

 
1. 家樂福淡新店 

 
 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止，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搭乘淡海輕軌後，至服務台機器取得

乘車證明，至家樂福淡新店 3 樓美食街各櫃位「點餐消費」並出示乘車證明，即

享有各櫃位提供的免費小菜或折價優惠。 

 

 美食街各櫃位提供的優惠明細如下： 

薩莉亞 Saizeriya 飲料吧 19 元/人，折價 30 元。 (原價 49 元/人) 

爭鮮壽司 免費贈海帶絲一份。 (售價 30 元) 

凱林鐵板燒 免費贈蔥蛋一份。 (售價 50 元) 

定食 8 免費贈揚出豆腐一份。 (售價 50 元) 

三商巧福  免費贈牛蒡絲一份。 (售價 35 元) 

鍋裡鍋物火鍋  免費贈豆皮一份。 (售價 40 元) 

味滿食堂 免費贈涼拌木耳絲一份。 (售價 50 元) 

和食上都 免費任選一項 30 元小菜 ，每日限量 30 份。 

 

 此外，即日起至 1 月 31 日，使用行動支付搭乘淡水輕軌後，於賣場內消費金額滿

NT 666 元，即可憑發票及乘車證明，至 2 樓服務中心免費兌換以下贈品，每日提

供 2 種商品各 250 份，可任選其中一樣。 

 

 【1/15-1/20】 

舒潔濕式衛生紙 10 抽裝 或 驅塵氏咖啡麻袋再生海棉菜瓜布 1 入裝 

        

 【1/21-1/26】 

萬歲牌紅豆胡桃 10g 或 OP 純粹茶酚洗潔精 100ml   

      

 【1/27-1/31】 

卡納赫拉環保提袋 或 拭拭樂潔膚柔濕巾 10 抽裝       

   

 【1/15-1/31 加碼送】只要使用行動支付搭乘淡水輕軌至家樂福淡新店於賣場內消

費用玉山聯名卡綁定家樂福錢包支付購物金額滿 666 元再加送贈品： 

高露潔自然之萃牙膏 40 公克 或 得意抽取式衛生紙 1 包 



 
 
 
 

2. 美麗新 

 
 即日起至 2 月 29 日止，使用行動支付搭乘淡海輕軌，並取得服務台機器認證之顧

客，當日於館內累計消費達指定金額，即可兌換滿額禮乙份，每人每日限兌乙份。 

奇樂多遊樂園 3 枚代幣 不限金額 

消費 100 元送 30 元代

幣兌換卷。 

全館累計滿 3,000 元 

小島 3.5 度親子餐廳 恐龍禮盒乙份。 全館累計滿 8,000 元之發票 

全館 滿額禮乙份 消費達指定金額 

影城 爆米花/飲料，享免費

升級優惠。 

 

CJ to go 套餐 9 折  

 

3. 台新銀行萬事達卡持卡人優惠 

 

 2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台新銀行萬事達卡持卡人搭乘淡海輕軌後，於下列淡

海商圈指定商店消費享消費優惠。 
*活動須受條款與細則限制，詳情之後請見台新官網 

 

觀海樓旅店 VIP 價格 

達美樂比薩 小比薩買一送一 

台北旅人國際青年旅館 每床 95 折 

鹹酸甜商行 滿 550 元折 50 元 

舵頭欣宴蔬食料理 消費滿 888 元送豆腐 1 份 

晉家門開鍋 肉品兌換卷 

火鍋世家涮涮鍋 肉品兌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