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LA NEW刷台灣Pay 消費享專屬回饋」活動辦法
壹、活動名稱：到LA NEW刷台灣Pay 消費享專屬回饋
貳、活動期間：自民國(下同)110年10月1日起至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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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活動期間至活動地點消費，出示「台灣Pay」付款條碼(金融卡/帳戶/信用卡)
進行支付之用戶(下稱「用戶」)。
二、活動地點：
LA NEW指定門市，參與活動門市據點詳如附表。如有異動，以LA NEW官網
(https://www.lanew.com.tw/)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三、活動內容：
活動期間至活動地點消費，出示「台灣Pay」付款條碼(金融卡/帳戶/信用卡)進
行付款，單筆交易結帳金額滿新臺幣(下同)3,000元(含)以上，可獲得300元現金
回饋(非即時回饋，單筆不累折，下稱「回饋金」)，限量回饋共3,333筆，額滿
為止，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另LA NEW額外再加碼贈送LA NEW 500元商品抵
用券(台灣Pay專屬回饋，由LA NEW提供，請於當日消費活動地點兌領)。
※LA NEW 500元商品抵用券限於下次消費滿3,000元(含)以上方可使用，使用期
間為110/12/01~110/12/31，逾期失效，使用規則及說明請依LA NEW商品抵用券
注意事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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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銀行、兆豐銀行、臺灣企銀、遠東銀行及台新銀行，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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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wanpay.com.tw)公告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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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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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保鑣)、元
大銀行、永豐銀行(豐錢包)、玉山銀行，計19家金融機構。
2. 「台灣行動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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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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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限制及兌領方式：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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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單筆金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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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拆刷，活動期間限量回饋3,333筆，活動總回饋金額為100萬元，如達本活
動回饋總筆數或總金額上限時，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主辦單位官網。
(二)本活動用戶單筆交易結帳金額，以LA NEW門市計算金額為準。倘有付款失
敗、交易取消、沖正、退貨等情形，該筆交易不列入回饋計算範圍。
(三)於本活動期間結束並核實用戶之消費金額後，由各參與金融機構依其作業
時程於111年3月31日前將回饋金撥付至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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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同用戶放棄其回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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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N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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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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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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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偽造、詐欺、冒名、拆單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或意圖取得回饋金者，主、
協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回饋資格，並得依法求償或訴追其刑事責任。
六、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得於本活動目的
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利用或國際傳輸，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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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行通知。
八、本活動其他未盡事宜以LA NEW門市公告或主、協辦單位活動訊息網頁之公告為
準。
九、主辦單位：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老牛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L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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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NEW 0800-00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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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NEW 受理台灣 Pay 之指定門市
門市據點、電話及營業時間請詳見 LA NEW 官網（https://www.lanew.com.tw/）。
區域

店名

基隆市

基隆愛三店

基隆市愛三路 106 號

02-24282467

台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452 號

02-28327382

台北忠誠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76 巷 1 號

02-28382956

台北復興二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51 號

02-27517580

台北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23 號

02-25970182

台北民權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43 號 1 樓

02-25179775

台北文德店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163 號

02-27974151

台北木新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 177~179 號

02-22349282

台北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 266 號

02-29355004

台北大業店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506 號

02-28911581

台北忠孝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15 號 1 樓

02-87857076

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356~358 號

02-27251036

台北武昌店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 24 號

02-23702865

三重正義二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39 號

02-89852392

三峽介壽店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一段 159 號之 1

02-86712231

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90 號

02-22600932

土城金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23 號

02-22650370

中和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 175~179 號

02-82451031

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250 號

02-31516135

永和永和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 202 號

02-29225502

汐止新台五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188 號

02-86424840

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59 號

02-29516649

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 367~371 號

02-89699097

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340 號

02-22513190

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 58 號

02-26019087

淡水中正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68 號

02-26205912

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123 號

02-29115965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606 號

02-29922479

新莊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 79 號 1 樓

02-82017953

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276~278 號

02-89933420

台北市

新北市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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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 42 號

02-26755445

蘆洲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 516 號

02-22892742

蘆洲集賢店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38 號

02-82869805

鶯歌建國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 220 號 1 樓

02-26709135

八德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979 號

03-3668047

中壢中央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 25 號

03-4922110

內壢中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 244~246 號

03-4352240

中壢元化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 33 號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台中市

03-4276026

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 104 號

03-4229979

桃園三民店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 375 號

03-3391802

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53 號

03-3345304

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413 號

03-3354299

楊梅中山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 183 號

03-4850480

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 22 號

03-4090545

蘆竹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 229 號

03-3124614

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 110 號

03-5252950

新竹經國店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 254 號

03-5320255

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78 號

03-5545387

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 237-1 號

03-5103483

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 323-1 號

037-465224

苑裡新興店

苗栗縣苑裡鎮新興路 37 號

037-856421

苗栗中華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華路 136 號

037-275837

頭份中華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 1279 號

037-666720

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 25 號

04-26885360

大里中興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95 號

04-24862401

大里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 707 號

04-24070914

大雅中清店

台中市大雅區四德里中清路三段 911 號

04-25683623

台中中正店

台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 196 號

04-22298739

太平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 796~798 號

04-22756890

台中昌平二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69 號

04-22433691

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91-1 號

04-22344016

台中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 80 號

04-23147405

台中福星二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 588 號

04-24523467

台中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152-6 號

04-23267180

台中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735 號

04-23723697

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477-8 號

04-2665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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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東勢中正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寧里東關路七段 500 號

04-25770108

台中向心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 959 號

04-23814479

台中復興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419-1 號

04-22653822

豐原中山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 256 號

04-25270831

豐原中正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262 號

04-25270277

北斗斗苑店

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一段 428 號

04-8874226

和美彰美二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四段 452~454 號

04-7553945

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一段 740~744 號

04-8383205

員林中正二

彰化縣員林鎮仁美里中正路 644 號

04-8361207

鹿港中正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 197 號

04-7769402

溪湖員鹿店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二段 415 號

04-8827827

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 416 號

04-7297437

彰化和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 32 號

04-7201451

彰化曉陽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安里曉陽路 203 號

04-7223432

竹山集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昭德街 41 號

049-2659067

南投三和店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 1 號

049-2208618

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469 號

049-2424803

草屯太平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 301 號

049-2354907

斗六大同店

雲林縣斗六市大同路 35 號

05-5377162

斗六雲林店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252 號

05-5353651

北港民主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 29~31 號

05-7832789

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信義路 45 號

05-6361861

嘉義中山二

嘉義市中山路 367 號

05-2238251

嘉義垂楊二

嘉義市垂楊路 5 號

05-2228825

嘉義垂楊店

嘉義市垂楊路 758 號

05-2230110

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興業西路 375 號

05-2852782

朴子山通店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 94 號

05-3705460

民雄建國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331 號附 7

05-2262647

台南中正店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 234 號

06-2224106

台南小北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 90 號

06-2817106

永康大灣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 820 號

06-2728552

佳里新生店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路 108 號

06-7215399

台南中華二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 224 號

06-2607870

台南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一段 176 號

06-2365910

台南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 292~296 號

06-2227204

台南海佃店

台南市海佃路二段 87 之 13 號

06-2566337

5

麻豆麻佳店

台南市麻豆區麻佳路一段 49~51 號

06-5713966

新營復興店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376 號

06-6592400

歸仁中山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 245 號

06-3387085

高雄大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 110 號

07-3137540

高雄大順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 775 號

07-3802654

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 267-1 號

07-8013121

高雄明誠二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481 號

07-5580765

岡山中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 87 號

07-6240436

高雄三多二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 218 之 1 號

07-3319391

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148 號

07-3559662

鳳山中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 161 號

07-7193987

鳳山五甲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 39 號

07-7682702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285 號

07-7776019

鳳山維新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 136 號

07-7102043

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 127 號

08-8332490

屏東自由店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354 號

08-7368098

屏東和生店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 570 號

08-7510177

潮州延平店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 128 號

08-7807941

宜蘭宜興店

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一段 30 號

03-9310015

宜蘭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 31 號

03-9875890

羅東興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19 號

03-9575799

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五 521 號

03-8350231

花蓮中央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慶里中央路四段 57-2 號

03-8573451

台東縣

台東更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 401 號

089-332359

澎湖縣

馬公三民店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 2 號

069-267432

金門縣

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47 號一樓

082-372174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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