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活動名稱：台灣Pay買丹堤咖啡，20%回饋「丹」你來「堤」!
貳、活動期間：自110年3月1日(一)至5月31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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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進行支付之用戶(以下簡
稱用戶)。
二、 活動地點：
丹堤咖啡受理「台灣 Pay」之指定實體門市(參與本活動之
門市資訊請詳附表，如有更新以臺灣企銀官網公告為準)。
三、 活動內容：
活動期間享單筆交易結帳金額 20%回饋(非即時回饋，金額小數
點後四捨五入)，每金融卡/帳戶/信用卡每月最高回饋新臺幣
(以下同)500 元，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 115 萬元，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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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銀行、華南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及上海商
銀，計 9 家金融機構。
(二) 金融卡/帳戶：「台灣 Pay」掃碼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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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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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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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銀行、
永豐銀行（豐錢包）、玉山銀行，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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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活動用戶結帳金額，以丹堤咖啡活動門市計算金額為
準，若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該筆交易將不列入
計算範圍。
(二) 本活動將依用戶交易時序核算回饋資格，回饋總金額上
限 115 萬元，如達回饋金總額上限，即停止回饋，並公
告於臺灣企銀官網。
(三) 本活動回饋金將於活動結束核實金額後，由各參與金融
機構依其作業時程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撥付至用戶帳
戶據以付款之金融卡/帳戶/信用卡。
(四) 回饋金撥入用戶之金融卡/帳戶/信用卡前，倘持卡人
有金融卡帳戶結清；停卡（含信用卡強制停用、申請
停用、掛失不補發）
、無效卡、延滯繳款、到期不續卡、
取消交易、已結清銷戶、警示戶、違反與參與金融機
構間契約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撥入等情事者，主、協辦
單位得取消其回饋資格。
肆、注意事項
一、用戶需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並未
冒用或盜用他人資料，如有不實或不正確資訊，主、協辦
單位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就其損害主、協辦單位或任何
第三人權益，得提起訴追。如因資料不全或錯誤，致無法
通知活動相關訊息者，相關損失由用戶自行承擔，主、協
辦單位概不負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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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之紀錄為主。如
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不可歸責於主、
協辦單位之事由，致參加者所寄出、填寫或登錄之資料有
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協辦單
位不負任何法律責任，用戶不得異議。
三、主、協辦單位就用戶取得回饋金之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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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資格，並得追回回饋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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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參與金融機構及協辦單位並未介入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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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事宜，悉由丹
堤咖啡活動門市處理。
六、主、協辦單位有權檢視各交易行為及得獎情況是否有人為
操作之情形，對於有偽造、詐欺或冒名等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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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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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未盡事宜以主、協辦單位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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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另行通知。
九、主辦單位：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臺灣企銀 24H 客服專線 0800-01-7171 轉 9(限市
話)
聯絡信箱：h69@mail.tbb.com.tw

謹慎理財 信用無價
信用卡循環信用年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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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丹堤咖啡參與活動之門市資訊
丹堤咖啡參與台灣 Pay 活動之門市資訊(110.3.18 更新)
序

店

名

電話

地

址

1

捷運大安

(02) 2706-1080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84 號

2

復興仁愛

(02) 2703-9989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247 號

3

寶慶

(02) 2389-0323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07 號

4

民權

(02) 2531-9378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34-1 號

5

中壢台達

(03) 462-9663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東園路 3 號 2 樓

6

新竹忠孝

(03) 562-1120

新竹市東區忠孝路 300 號 (大潤發)

7

東海大學

(04) 2359-2743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8

龍山寺

(02) 2336-6562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214-1 號

9

忠孝復興

(02) 2731-1804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28 號

10

士東

(02) 8866-1436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130 號

11

捷運明德

(02) 2827-2366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101 號

12

和平敦南

(02) 2733-6282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 38 號

13

捷運科技

(02) 2705-8777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77 號

14

大潤發頭份

(03) 597-318

15

萬芳興隆

(02) 8663-6270 台北市文山區興隆路三段 73 號

16

捷運石牌

(02) 2823-4918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6 號

17

三峽大雅

(02) 3501-9848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 275 號

18

基隆長庚

(02) 2434-0138 基隆市安樂區麥金路 222 號 B1

19

嘉義長庚

(05) 362-5285

20

民權行天宮

(02) 2504-0238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 148 號

21

大潤發八德

(03) 366-7228

22

復興民權

(02) 2503-6312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398 號

23

淡水馬偕

(02) 2808-6044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 47 號

24

中興大學

(04) 2285-9578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25

家樂福北門

(05) 276-9520

26

家樂福青海

(04) 2452-8602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207-18 號 1F

27

台大卓越

(02) 3365-2218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台大卓
越聯合中心】

28

林口新創

(02) 2602-0758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 502-3 號 1 樓

29

土城長庚醫院

(02) 8273-3443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 2 段 6 號 B1

30

台大醫院
基隆路店

(02) 2736-9022 台北市大安區基隆路三段 155 巷 57 號 B1
美食街

31

永康

(02) 2358-7776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 22 號

苗栗縣頭份市自強路 230 號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 8 號 B1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 2 段 148 號 1 樓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346 巷 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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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濟南

(02) 2740-2350

台北市大安區濟南路三段 25 號

33 延平南

(02) 2381-4026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75 巷 24 號

34 板橋府中

(02) 2969-7555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39 號

35 開封

(02) 2371-3638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 16 號

36 新店中正

(02) 8667-288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368 號

37 捷運新埔

(02) 2255-8132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 237 號

38 忠孝松山

(02) 2759-0885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538 號

39 捷運北投

(02) 2894-7304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462-8 號

40 中壢站前

(03) 427-7133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149 號 1-2F

41 宜蘭宜中

(03) 933-3885

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 100 號

42 興隆景華

(02) 8935-1421

台北市文山區興隆路二段 64 號

43 捷運後山埤

(02) 2653-9386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五段 978 號

44 愛買新竹

(03) 571-9451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 469 號

45 新店寶興

(02) 2914-5656
(02) 2917-7171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 40 號

46 新莊西盛

(02) 2202-9325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 197 號 1 樓及 2 樓

(04) 2656-2293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八段 699 號 25 樓

48 第一飯店

(02) 2541-9893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63 號

49 師大浦城

(02) 2362-6338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 9-12 號

50 板橋中山

(02) 6637-594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2 段 242 號

51 台東縣府

(089) 330-111

台東縣台東市安慶街 2 號

52 愛買南雅

(02) 2964-1385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01 號 3 樓

53 民生新生

(02) 2531-6660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 號 1F

54 五股展館

(02) 2298-0368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1 號 1 樓(五股工商展
覽館內)

55 愛買復興

(04) 2265-5905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359 號 B1

56 萬華西藏

(02) 23015858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121 號 1 樓

57 潭子寶熊店

(04) 37062668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 11 號

58 屏東大鵬灣

(08) 875-5002

屏東縣東港鎮南平里 6 鄰鵬灣大道 5 段 50
號

59 植福樂群店

(02) 8501-5871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300 號、302 號

47

台中童綜合
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