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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i 原券？
i 原券是原民會配合「振興五倍券」推動的加碼券，額度 1,000 元，是各部會
加碼券額度最高的，希望可以吸引民眾到原民會認證店家消費，提升店家經
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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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原券活動內容？
原民會配合行政院「振興五倍券」方案，進一步振興原住民族經濟，以加碼
再加碼推出數位形式「i 原券」
，共 10 萬份，每份額度 1,000 元，將於「振興
五倍券」官網以亂數抽出 10 萬人，中籤民眾須使用台灣 Pay 綁定金融卡帳戶，
就可以到原民會認證店家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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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還可以申請原民會認證店家嗎？
有關開放原民會認證店家申請問題，本會近期會公告相關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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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可以登記參加 i 原券抽籤？
民眾自 110/9/22 起可至「振興五倍券」官網(5000.com.tw)登記加碼券抽籤，
官網會於 110/10/12-11/2 每週二下午各抽出 2.5 萬名 i 原券中籤民眾，越早登
記參與抽獎次數越多，最晚須於 110/10/29(五)晚上 23:59 登記抽籤，才有機會
抽中 i 原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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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最多會抽中幾種加碼券？每種加碼券最多可以中幾張？
這次共有 8 個部會推出加碼券，除了經濟部的「好食券」提供給前 400 萬名
領取數位券的民眾外，其餘 7 個部會的加碼券統一分 4 週辦理抽籤，每週中
籤民眾不重複、每種券別 4 週中籤名單不重複，因此每種券別每人僅有 1 次
中籤機會，每人最多會抽中 4 個部會的加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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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i 原券抽籤有資格限制嗎？
為響應數位化消費政策，鼓勵民眾領取數位券，故 i 原券僅限以數位方式領取
振興券的民眾可參加抽籤(領紙本券者沒有抽籤資格)，領取數位券載具為台灣
Pay 合作之金融卡者可於 110/11/5 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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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我的振興五倍券未綁定台灣 Pay，可以參加 i 原券抽獎嗎 ？
可以，中籤後須於 110/11/20 前，下載台灣 Pay 並綁定金融卡，再於「振興五
倍券」官網進行補登台灣 pay 綁定相關資料，使用期限自 110/12/1 至 1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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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僅限領取數位五倍券的人才有 i 原券抽籤資格？
考量未來發展趨勢會朝向零接觸的消費方式，所以趁此機會將 i 原券綁定於台
灣 Pay 中，可讓原住民族業者即早熟悉數位收款方式，亦有助提升單筆營業
額，增加營收。
另考量領取紙本振興券民眾，可能有無法使用數位支付工具之困難，為免造
成民眾困擾，故本次未開放領取紙本券民眾參加抽籤。

9

如果我的孩子的數位振興券是由我共同綁定領取，我也同時幫孩子勾選參與
「i 原券」抽籤，孩子中籤後，額度會歸在哪個帳戶？
孩子的額度會歸於您的帳戶，您可以帶孩子到原民會認證店家使用您的台灣
Pay 掃碼消費。

10 台灣 Pay 一定要綁定金融卡才能到認證店家消費嗎？為何不能綁定信用卡？
原民會推出 i 原券的主要目的是振興原住民族店家經濟收益，因考量信用卡交
易手續費較高，且須配合信用卡結帳日，於次月才能收到帳款，而台灣 Pay
綁定金融卡，店家僅需支付單筆消費金額 8‰的手續費，且消費帳款於隔日即
可入帳，有利小本經營店家資金周轉，故 i 原券僅限台灣 Pay 綁定金融卡才能
消費。
11 何時抽籤？要怎麼知道自己中籤？
1. i 原券將配合「振興五倍券」官網抽籤，抽籤期間為 10/12-11/2，週週抽，
每週二下午抽 2.5 萬份的 i 原券，共抽 4 次，官網會以簡訊通知中籤民眾。
2. 中籤民眾可於「振興五倍券」官網(5000.gov.tw)或於 i 原券網站
(https://explorethesun.tw/cipshop/) 查詢使用方式。
12 抽中 i 原券的簡訊內容為何？
【數位五倍券已綁定台灣 Pay 金融卡者】
恭喜身分證末四碼****抽中 i 原券！效期至 111.4.30，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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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thesun.tw/cipshop/ 查詢
【數位五倍券未綁定台灣 Pay 金融卡者】
恭喜身分證末四碼****抽中 i 原券！請於 11/20 前補登台灣 Pay 綁定資訊，可
至 explorethesun.tw/cipshop/ 查詢
13 如果我用其他數位工具(非台灣 Pay)領取振興五倍券，當我被抽中 i 原券，要
如何進行補登記程序？
用其他數位工具(非台灣 Pay)領取五倍券民眾，於中籤 i 原券後會收到簡訊，
引導民眾到 i 原券網站查詢，依網站說明步驟：下載台灣 Pay app→選定綁定
之金融卡→到五倍券官網補登綁定台灣 Pay 資訊，即可自 110/12/1 開始消費。
14 i 原券消費使用期間？
分 2 類對象，使用期間不同：
1. 五倍券已綁台灣 pay app，使用期間 110/11/5 起至 111/4/30。
2. 五倍券未綁台灣 pay app，須於 110/11/20 至五倍券官網完成補登程序，並
綁定台灣 Pay 金融卡帳戶，才可以開始消費，使用期間 110/12/1 起至
111/4/30。
15 中籤後如何使用 i 原券消費？
須下載台灣 Pay 並綁定合作之金融卡，點選「掃碼付款」→掃描認證店家收
款 QR code→輸入金額
詳細使用方式可以於 i 原券網站查詢(https://explorethesun.tw/cipshop/)
16 i 原券一定要一次用完嗎？
不用，i 原券是數位支付，不限次數消費，使用額度為 1,000 元。
17 哪裡找到原民會認證店家？
可以到 i 原券網站查詢(https://explorethesun.tw/cipshop/)，110/9/24 正式上線。
認證店家門口也會張貼「認證店家」專用貼者及 i 原券宣傳海報，提供消費者
識別。
18 原民會認證店家有哪些類型？
店家型態多元，包含手工藝品、特色餐廳、小吃店、農特產品、伴手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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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露營業者、體驗農莊等，超過 800 家。
19 原民會認證店只位在原住民族地區嗎？
認證店家遍部全國，目前已超過 800 家，都市及原住民族地區都有。(台東約
為 202 家、花蓮約 185 家、屏東約 77 家，三縣市合計約 464 家、佔約 56%，
其次為台中、桃園、高雄、新北合計 187 約家，佔約 23%)
20 在原民會認證店家以台灣 Pay 使用 i 原券消費後，何時可以收到回饋金？
於 7 天鑑賞期滿，經帳務核對無誤後，消費者最快可在消費 8 日後於綁定之
金融帳戶收到回饋金。
舉例：消費週期以一週計算，但要經過 7 天的退貨期後，才開始回饋，回饋
週期是週六到下週五，11/27(星期六)到 12/3(星期五)是一個週期，經過 7 天的
退貨期(12/10)後，開始計算回饋金額，會在星期一(12/13)入帳。
21 我有抽中 i 原券，至原民會認證店家以台灣 Pay 掃碼消費，但是於約定日前
一直沒有收到回饋金該怎麼辦，有客服電話可以詢問嗎 ？
請撥打 1988 服務專線(服務時間每日 8:30~18:30 全年無休；智能客服 24 小時
營業)或撥打 i 原券客服電話 0800-508-188(每週一至五 10:00~18:00)洽詢。
22 退貨問題該怎麼辦？已領的回饋金會被扣回去嗎？
有下列 2 中退貨情況：
1. 在 7 天鑑賞期內，可直接向原民會認證店家申請退貨，店家可以於系統取
消該筆交易。
2. 超過 7 天鑑賞期，且回饋金已撥入消費者帳戶，則該筆回饋金視同已使用。
23 我於原民會認證店家消費 2,500 元，該店同時可以使用 i 原券、好食券、地方
創生券、五倍券等 4 種券消費，我同時也擁有 i 原券(1,000 元)、地方創生券
(500 元)、好食券(500 元)及五倍券(5,000 元)消費資格，可以同時使用 4 張券
嗎？
可以，金流系統會自動依以下順序認列消費：i 原券(認列使用消費 1,000 元)
→地方創生券(認列使用消費 500 元)→好食券(認列使用消費(500 元)→五倍券
(認列使用消費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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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何知道 i 原券用了多少？已經用完了嗎？
i 原券消費狀況可從台灣 Pay 綁定之金融機構存摺查閱備註欄，備註欄會註記
「i 原券」。
當 i 原券額度使用完畢，
「振興五倍券」官網會以簡訊通知。
25 i 原券可以在電商平台消費嗎？
不行喔~i 原券加碼方案主要目的是為協助疫情受創店家提振消費，因此鼓勵
中籤民眾帶著家人，到原民會認證店家消費，順道可到鄰近部落走走。
24 消費者如何取得「【數位振興五倍券】綁定台灣 Pay」相關資訊?那些金融卡
適用？
消費者請到「
【數位振興五倍券】綁定台灣 Pay」活動官網查詢，網頁相關內
容持續更新中
參與金融機構計包括：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
行、彰化銀行、上海商銀、高雄銀行、兆豐銀行、台灣企銀、基隆二信、淡
水一信、新竹一信、台中二信、彰化六信、花蓮二信、農金資訊、中華郵政、
元大銀行、日盛銀行、南農中心、南資中心，共計 2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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