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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秀泰享優惠，台灣 Pay 給回饋」活動辦法 
 

壹、 活動名稱：來秀泰享優惠，台灣 Pay 給回饋 

貳、 活動期間：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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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條碼進

行支付（金融卡/帳戶/信用卡）之用戶。(以下稱用戶) 

二、活動地點：（詳見附表） 

(一) 活動一：秀泰影城 看電影 Pay 美食 

地點：秀泰影城 

(二) 活動二：秀泰生活 饗樂輕鬆 Pay 

地點：秀泰生活 

三、活動內容： 

(一) 活動一：秀泰影城 看電影 Pay 美食 

用戶於活動期間至秀泰影城臨櫃購買電影套票，出示「台灣 Pay」

付款條碼(金融卡/帳戶/信用卡)進行支付，單筆消費新台幣(以下

同)600 元(含)以上(單筆消費金額不得拆付)即贈送 100 元秀泰影城

熱食兌換券，單筆恕不累贈。 

(二) 活動二：秀泰生活 饗樂輕鬆 Pay 

用戶於活動期間至秀泰生活商場內，出示「台灣 Pay」付款條碼(金

融卡/帳戶/信用卡)進行支付，單筆消費 1,000 元(含)以上(單筆消費

金額不得拆付)，即可持當日消費發票至秀泰生活商場服務台，兌換

200 元秀泰生活抵用券 1 份，單筆恕不累贈，每日每金融卡/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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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最高回饋以 1 份為限。 

(三) 活動一及活動二回饋總金額合計為 110 萬元，如達回饋總金額上限

即停止兌換，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 

四、參與金融機構： 

(一) 信用卡：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

彰化銀行、上海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陽信銀行、遠東銀行、

元大銀行及台新銀行，共計 13 家金融機構。 

(二) 金融卡/帳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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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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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泰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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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銀行、

玉山銀行(含玉山 Wallet)，計 19 家金融機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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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資中心，計 21 家金融機構。 

五、活動限制及兌換方式： 

(一) 本活動消費金額係指扣除沖正、退貨交易之金額，以活動地點店家

計算金額為準，若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或因其他簽帳爭議及

其他原因而退還消費款項時，該筆交易將不列入回饋計算範圍。 

(二) 本活動將依符合活動資格用戶交易時序核算回饋資格，回饋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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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110 萬元，如達本活動回饋金總額上限，即停止回饋，並公告

於主辦單位官網。 

(三) 用戶使用「秀泰影城熱食兌換券」應依秀泰影城之使用規定辦理： 

1. 持「熱食兌換券」可至購票之影城販賣部兌換，價值 100 元之熱

食品項皆可兌換。 

2. 兌換期限：依觀影日期，於觀影當日兌換。 

3. 熱食兌換券不得兌換現金，如損毀、遺失恕不補發及無法使用。 

4. 秀泰影城保有活動修改、取消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四) 用戶使用「秀泰生活抵用券」應依秀泰生活之使用規定辦理： 

1. 限消費當日持消費發票/消費明細，並出示台灣 Pay 消費卡號兌

換，遺失或損毀恕無法兌換。 

2. 限於兌換當店之配合品牌使用，不可跨店使用，配合品牌以現場

公告為準。(抵用券上會標註店別，僅限當店使用) 

3. 使用期限：2022/7/1~2022/12/31。 

4. 限於下次消費時折抵金額，且折抵金額不再開立統一發票/電子發

票銷貨明細。 

5. 兌換購物抵用券之消費如欲退貨，須攜帶消費發票或消費明細及

已兌換之購物抵用券至原消費專櫃辦理，若抵用券已使用，須退

還等值現金。 

6. 秀泰生活保留活動相關內容修正或終止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依

現場公告為準。 

六、注意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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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核若有不符本活動之規定者，主、協辦單位得取消其參加資格，

並得追回所核發之禮券或請求損害賠償。 



4 
 

(二) 各參與金融機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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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泰影城及秀泰生活處理。 

(三) 用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皆以

主、協辦單位或發卡機構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本活動用戶之資

格或權益不得讓與他人，用戶亦不得要求變更回饋內容。 

(四)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等行為，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受領折

扣之用戶，經查證屬實者，主、協辦單位除有權撤銷其參加資格或

排除其參與本活動外，並得保留追訴權。 

(五) 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僅於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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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規定辦理。 

(六) 主、協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亦有權對

本活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應依現場公

告或主、協辦單位活動網站公告訊息為準，無須另行通知。 

(七) 主辦單位：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秀泰影城、秀泰生活 

     協辦單位：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活動相關問題】秀泰影城、秀泰生活客服專線 

               請參考附表中各指定營業據點服務專線 

              【台灣 Pay 問題】第一銀行客服專線 (02)2173-2999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各金融機構信用卡循環利率、預借現金手續費或其他相

關費用等，悉依各金融機構網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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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指定營業據點一覽表 

秀泰影城 

基隆秀泰 基隆市信一路 177 號 02-24212388 

台北欣欣秀泰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247 號 02-25371889 

台北東南亞秀泰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４段 136 巷 3 號 02-23678999 

台北今日秀泰 台北市峨眉街 52 號 02-23751669 

土城秀泰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 210 號 02-22603398 

板橋秀泰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 號 02-29685588 

樹林秀泰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6 號 02-26868769 

台中麗寶秀泰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東路二段 181 號 3 樓 04-25587180 

台中站前秀泰 台中市東區南京路 76 號 04-22117988 

台中文心秀泰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 號 7 樓 8 樓 04-24735989 

北港秀泰 雲林縣北港鎮光復里華南路 101 號 2 樓 05-7821898 

嘉義秀泰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99 號 05-2277177 

台南仁德秀泰 台南市仁德區仁愛里大同路三段 759 號 2 樓 06-2691889 

花蓮秀泰 花蓮市國聯五路 69 號 03-8339838 

台東秀泰 台東市新生路 93 號 089-327755 

高雄台鋁秀泰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 8 號 07-5363898 

 

秀泰生活百貨廣場 

秀泰生活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6 號 02-26868769  

秀泰生活台中文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 號 04-24735989 

秀泰生活台中站前店 台中市東區南京路 76 號、66 號 04-22117988 

秀泰生活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99 號 05-2277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