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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苑子和您超速 PAY，筆筆消費筆筆回饋 20%」活動辦法 
 

壹、活動名稱：大苑子和您超速PAY，筆筆消費筆筆回饋20% 

貳、活動期間：民國(下同)109年09月28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參、活動規劃： 

一、活動對象：使用「台灣 Pay」(透過參與金融機構「行動銀行」APP 或「台灣行動

支付」APP)至活動地點消費，出示「台灣 Pay」付款條碼 (限金融卡/帳戶)進行支

付之用戶(下稱用戶)。 

二、活動地點：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苑子)指定門市，門市據點詳兆豐銀行

活動網站公告。 

三、活動內容：活動期間至大苑子指定門市消費，出示「台灣 Pay」付款條碼進行支付，

單筆交易結帳金額滿新臺幣(下同)100 元(含)以上，可享結帳金額 20%回饋(非即時

回饋，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下稱回饋金)。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 110 萬元，額滿

為止。 

四、參與金融機構：「行動銀行」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APP 之參與金融機構如下，如

有異動以「台灣 Pay」官網(網址：https://taiwanpay.com.tw)為準，不另行通知。 

   (一)「行動銀行」APP之參與金融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高雄銀行、

兆豐銀行、臺灣企銀、陽信銀行、淡水一信、台中二信、三信銀行、農金資訊

（農漁行動達人）、中華郵政(郵保鑣)、永豐銀行(豐錢包)、玉山銀行，計 17 

家金融機構。 

   (二)「台灣行動支付」APP之參與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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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銀行、臺灣企銀、新光銀行、基隆一信、基隆二信、淡水一信、新竹一信、

新竹三信、彰化六信、花蓮二信、中華郵政、日盛銀行、南農中心，計 20 家

金融機構。 

五、兌領方式及限制： 

(一) 本活動回饋總金額達上限(110萬元)，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 

(二) 本活動用戶單筆實際消費金額以大苑子門市計算金額為準。倘有付款失敗、交易

取消、退貨等情形，該筆消費金額將不列入回饋金計算範圍。 

(三) 本活動將依符合回饋資格用戶交易時序核算回饋金，回饋金額以「單筆實際消費

金額x 20%」計算，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 

(四) 本活動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後，由各參與金融機構依其作業時程於110年03月31

https://taiwanpa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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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撥付至用戶之扣款帳戶，回饋金撥入用戶帳戶前，倘該帳戶有銷戶、暫停、

凍結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撥入回饋金之情形，視同放棄回饋金。 

(五) 本活動交易限使用「台灣Pay」(透過各參與金融機構之「行動銀行」APP或「台

灣行動支付」APP)至活動地點消費出示QR Code條碼進行支付者，其他APP不

適用本活動。另以刷卡、感應或卡號輸入等方式之交易不具回饋資格。 

肆、注意事項 

一、各參與金融機構及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並未介入商品、服務之提供、交付或買賣

等實體法律關係，相關商品或服務之退換貨或瑕疵處理事宜，悉由大苑子門市處理。 

二、主、協辦單位就用戶取得回饋金之資格(包括但不限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

權利，經其判斷不符本活動之回饋資格者(包括但不限於用戶構成下述第四項之情形)，

主、協辦單位得取消其回饋資格，並得追回回饋金，倘致主、協辦單位受有損害，

主、協辦單位並得請求賠償)。 

三、用戶同意其因參與本活動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資料及紀錄，皆以主、協辦單位或各

該參與金融機構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四、主、協辦單位經查證或有合理事證懷疑用戶有偽造、詐欺、冒名、拆單或以其他不

正當方式取得或意圖取得回饋金之用戶，主、協辦單位得取消其回饋資格，且得依

法求償或訴追其刑事責任。 

五、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得於符合個人資料

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於本活動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 

六、主、協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且對本活動之所有事項有

最終解釋權。倘有上開終止等情事，將另行公告，以代通知個別用戶。 

七、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主、協辦單位活動訊息頁面或大苑子門市之公告為準。 

八、主辦單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800-016-168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800-39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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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苑子參加台灣 Pay活動之指定門市 

門市據點、電話及營業時間請詳見大苑子官網（https://www.dayungs.com/）。 

區域 店名 地址 

基隆市 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 229號 

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 27號 

台北市 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 11號 

士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22號 

台北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 109號 

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127-4號 

台北錦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西街 5號 

台北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80號 

台北木新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141號 

台北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 94號 

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43號 

市府夢想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139號 

南港中坡店 台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 5-1號 

新北市 三重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 101號 

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 101號 

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242號 

土城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 37號 

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 97號 

中和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 391號 

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 146號 

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85號 

林口竹林店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 17號 

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77號 

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52號 

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 91號 

新莊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 64號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 75號 

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 73號 

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 119號 

桃園市 八德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89號 

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 32號 

內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 44號 

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 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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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 24號 

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 197號 

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514號 

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221號 

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 277號 

桃園寶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 228號 

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 162號 

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 266號 

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 426號 

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 38號 

桃園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 491號 

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176號 

新竹市 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384號 

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 299號 

新竹園區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 444號 

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 37號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 155號 

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 12號 

新竹南大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 382號 

新竹香山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 56-5號 

新竹縣 竹北三民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 278號 

竹北六家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 80號 

竹北勝利店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 105號 

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 31號 

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 134號 

新竹新豐店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211號 

苗栗縣 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 176-1號 

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188號 

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 71號 

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921號 

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73號 

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 55號 

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 156號 

台中市 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 168號 

大肚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599號 

大里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 452號 

大雅學府店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327號 

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 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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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北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 169號 

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294號 

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 25-3號 

台中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 284號 

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 152號 

后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 548號 

逢甲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23-1號 

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 114號 

西屯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 169-4號 

台中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50號 

逢甲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 513號 1樓 

台中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 180號 

台中青海店 台中市西區青海路一段 53號 

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 164號 

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325號 

沙鹿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552號 

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 1-2號 

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 94號 

向心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 954號 

台中南屯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 106號 

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 394號 

台中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 6-2號 

台中忠孝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 212號 

烏日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 349號 

神岡中山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490號 

梧棲文化店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 270號 

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鎮北街 53號 

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 99號 

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 3巷 49號 1樓 

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 123號 

豐原府前店 台中市豐原區府前街 61-2號 

豐原南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 320號 

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917號 

彰化縣 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 32號 

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 244-2號 

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 243號 

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 310號 

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 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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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 18號 

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 2段 603號 

和美鹿和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 369號 

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 6段 162號 

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 253號 

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 168號 

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 242號 

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 24-1號 

惠來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 593號 

南門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 278號 

鹿港中山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 275號 

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 316號 

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竹里彰南路 2段 122號 

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 580號 

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 557號 

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333號 

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 152號 

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 222號 

南投縣 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1006號 

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 190號 1樓 

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 996號 

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614號 

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 498-1號 

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 291號 

雲林縣 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378號 

斗六站前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 217號 

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 15號 

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 65號 

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 99號 

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 108號 

嘉義市 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仁愛路 210號 

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 546號 

嘉義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 595號 

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 733號 

嘉義縣 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 25號 

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 101號 

台南市 台南站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 2段 141號 

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 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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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青年店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 169號 

仁德中清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清路 39號 

台南六甲店 台南市六甲區中正路 447號 

台南開元店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 355-1號 

台南奇美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武街 19號 

永康崑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899號 

永康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 1002號 

永康永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95號 

永康永明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 67-1號 

安平郡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 171號 

台南安中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 733號 

台南科工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 63號 

安南和順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 160號 

台南海佃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 233號 

佳里延平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 260號 

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 408號 

台南崇德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 457號 1樓 

成大勝利店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149號 

台南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 139號 

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 151號 

善化中正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 454號 

新化店 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340號 

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 181號 

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12號 

歸仁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 16號 

高雄市 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 307號 

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 153號 

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 215號 

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 20號 

左營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112號 

高雄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 695號 

裕誠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 237號 

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 28號 

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 431號 

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 540號 

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 42-5號 

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 5號 

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 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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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 145-1號 

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 398-19號 

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 193號 

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172號 

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 100號 

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 157號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204號 

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502號 

屏東縣 屏東林森店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122號 

花蓮縣 花蓮民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 103之 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