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惠都在南仁湖，大家最愛台灣 Pay」 

行銷活動辦法 

壹、 活動名稱：「優惠都在南仁湖，大家最愛台灣 Pay」。 

貳、 活動期間：民國 111年 3月 1日起至 111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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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地點消費，並出示「台灣 Pay」

付款條碼(限金融卡/帳戶)進行支付之用戶(以下簡稱用戶)。 

二、 活動地點：南仁湖中壢服務區、湖口服務區北站、湖口服務區南

站、古坑綠隧交流驛站及新竹營業所(臺大醫院新竹商店美食街)

受理「台灣 Pay」交易之指定攤商。(指定攤商資料以華南銀行官

網公告為準，詳附表)。 

三、 活動內容： 

用戶於活動期間至活動地點出示「台灣 Pay」付款條碼(限金融卡/

帳戶)進行支付，單筆消費不限金額可享 20%之現金回饋(小數點四

捨五入，非即時回饋)，單筆消費回饋上限新臺幣(以下同)100 元

(單筆交易金額不得拆付)，活動期間每卡號/帳戶回饋上限 500元，

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 110萬元，如達回饋總金額上限，即提前停

止回饋，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 

四、 參與金融機構：透過「行動銀行」APP或「台灣行動支付」APP之參

與機構如下，如有更新則以「台灣Pay」官網(taiwanpay.com.tw)

為準，不另行通知。 

(一) 「行動銀行」APP 之參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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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銀行、陽信

銀行、華泰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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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銀行、永豐銀行

(豐錢包)、玉山銀行，計 20 家金融機構。 

(二) 「台灣行動支付」APP 參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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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農中心及南資中心，

計 21 家發卡機構。 

五、活動限制： 

(一) 本活動用戶單筆交易結帳金額，以活動地點受理「台灣

Pay」交易之指定攤商計算金額為準，若因交易失敗、

交易取消、退貨退款等情形時，則該筆交易將不列入回

饋計算範圍。 

(二) 本活動就符合活動條件之用戶將依交易時序核算回饋

資格，回饋金額以「單筆消費金額 x20%」計算，小數

點後四捨五入。 

(三) 本活動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經主辦單位核實用戶之回

饋金額後，由參與金融機構依其作業時程，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將活動回饋金撥付至用戶之扣款帳戶，倘回

饋當日帳戶有銷戶、暫停、凍結、取消綁定或其他無法

匯入款項之情形，視同放棄其回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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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擔任何瑕疵擔保或

賠償責任，相關商品或服務之退換貨或瑕疵擔保所衍生之爭議

事宜，悉由參與活動之攤商處理。 

二、 主、協辦單位就用戶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權

利，若有不符本活動之規定、人為操作、異常多筆交易，或以

其他不正當方式參加活動者，主、協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資格，

並得追回回饋金或請求損害賠償。 

三、 用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任何參與本活動之資料及紀錄，皆以

主、協辦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四、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受領之用戶，

經查證屬實者，主、協辦單位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 

五、 用戶參與本活動時，已充分知悉本活動內容，同意就本活動提

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得於本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處



理及利用，且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六、 本活動如遇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之事由，主、

協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有權對

本活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 

七、 本活動其它未盡事宜以主、協辦單位官網公告為準。 

八、 主辦單位：華南商業銀行(股)公司 

協辦單位：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財金資訊(股)公司 

聯絡電話：華南銀行客服專線(02-2181-0101) 

 

 

 

 

 

 

 

 

 

 

 

 

 

 

 

 

 

 

 

 

 

 



附表 

受理「台灣 Pay」交易之指定攤商(限金融卡/帳戶) 資料日期：2022.2 

序號 攤商名稱 地點 地址 

1 法仕咖啡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2 路豹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3 歐都納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4 伴手禮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5 文創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6 格麥蛋糕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7 鰻天過海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8 竹林鐵板燒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9 三商巧福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10 憶鵝食 中壢服務區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二街 998之 3號 

11 LINE FRIEND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2 董師傅麻糬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3 國道物產館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4 新復珍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5 豐味棧/四海

遊龍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6 勝十蘭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7 肯德基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8 格麥麵包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19 韓味館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20 吉祥食堂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21 鰻天過海 湖口服務區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榮光路 158號 

22 吃貨 3.3坪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3 LINE FRIEND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4 董師傅麻糬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5 國道物產館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6 新復珍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7 豐味棧/四海

遊龍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8 寶島果園手

搖飲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29 弄餅家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30 田媽媽滷味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31 優達克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32 路易莎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受理「台灣 Pay」交易之指定攤商(限金融卡/帳戶) 資料日期：2022.2 

序號 攤商名稱 地點 地址 

33 鰻天過海 湖口服務區南站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國強街 1巷 8號 

34 未來超市 古坑綠隧驛站 雲林縣古坑鄉湳仔村 1鄰湳仔 23之 32號 

35 糧莘 古坑綠隧驛站 雲林縣古坑鄉湳仔村 1鄰湳仔 23之 32號 

36 社區小舖 古坑綠隧驛站 雲林縣古坑鄉湳仔村 1鄰湳仔 23之 32號 

37 關北紅豆餅 新竹營業所 

(臺大醫院新竹 

分院商店美食街)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 1段 442巷 25號 

38 蔡林記刈包 新竹營業所 

(臺大醫院新竹 

分院商店美食街)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 1段 442巷 25號 

39 海瑞貢丸 新竹營業所 

(臺大醫院新竹 

分院商店美食街)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 1段 442巷 25號 

40 金麥田早餐 新竹營業所 

(臺大醫院新竹 

分院商店美食街)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 1段 442巷 25號 

41 金麥田麵包 新竹營業所 

(臺大醫院新竹 

分院商店美食街)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 1段 442巷 25號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指定攤商排除連鎖店家，如：萊爾富、星巴克、摩斯漢堡。 

2. 本活動指定攤商名單不定期異動，如有疑問，請洽詢各服務區服務台人員。 

3. 各服務區聯絡電話： 

(1) 中壢服務區：(03)4630781 

(2) 湖口服務區：(03)6960761 

(3) 古坑綠隧交流驛站：(05)5822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