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趣樂華夜市 樂享 20%回饋趣」活動辦法 

壹、 活動名稱：來趣樂華夜市 樂享 20%回饋趣 

貳、 活動期間：自 111年 8月 1日起至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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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地點消費，以「台灣 Pay」QR Code 掃碼

(限金融卡/帳戶)進行支付之用戶(以下簡稱用戶)。 

二、 活動地點： 

新北市永和樂華夜市受理「台灣 Pay」交易之指定店家，指定店

家詳如本活動辦法附表，如有異動以上海商銀官網公告為準。 

三、 活動內容： 

用戶於活動期間至活動地點消費，使用「台灣 Pay」QR Code 掃

碼支付成功者，單筆消費不限金額可享 20%之現金回饋(非即時回

饋，小數點後四捨五入)，單筆消費回饋上限新臺幣(以下同)300

元(單筆交易金額不得拆付)，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 32萬元，如

達回饋總金額上限，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上海商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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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富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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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商銀、農金資訊(農漁行動達人)、中華

郵政、元大銀行、日盛銀行，計20家金融機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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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企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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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發卡機構。 

五、 活動限制： 



(一) 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以32萬元為上限，如達本活動總金額上限，

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上海商銀官網。 

(二) 本活動用戶交易金額，以參與本活動之指定店家計算金額為

準，若因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退款等情形，該筆交易金

額將不列入回饋計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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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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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參與金融機構及協辦單位並未介入商品、服務之提供或交付、或

商品服務買賣等實體法律關係，不負擔任何瑕疵擔保或賠償責任，

相關商品退換貨或瑕疵擔保所衍生之相關爭議事宜，皆由活動店

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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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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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得追回回饋金或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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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領取回饋之用戶，

經查證屬實者，主、協辦單位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並得追究相

關法律責任。 

五、 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之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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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規定辦理。 

六、 如有不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之事由，致影響本活動之進行者，主

辦單位有權逕行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並於主辦單位官方網站

(網址：http://www.scsb.com.tw) 上公告之。 

伍、主辦單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公司 

上海商銀客服連絡電話：02-2552-3111 



聯絡信箱：service@scsb.com.tw 

協辦單位：樂華夜市自治會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 

序號 店名 地址 

1  莫妮卡襪子專賣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８８號 

2  梅喜屋日式料理小吃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１４５號 

3  德蕾莎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２６號 

4  下港米糕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１８巷２號１樓 

5  營養三明治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１６０號 

6  哈林運動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５７號 

7  亞瑪精品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３７號 

8  咖哩王子餐飲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１５３號 

9  陳晃照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２３８巷２弄６號１樓 

10  筌棶麻辣燙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１１５號 

11  芳菲餐飲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１０號 

12  賦居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１８８號 

13  泉鋐國際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二段４２號 

14  雋達貿易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２段６９號 

15  胡美英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二段１０９巷１弄４號３樓 

16  王雪紅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二段４２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17  歐多名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６號１，２樓     

18  小義大利咖啡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45 號旁 

19  彩之美 新北市永平路 149號永和區永平路 149 號 

20  藍星海洋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27號 

21  廣東腸粉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 17號 

22  馨媞精品坊 新北市永和區大新街 31 號 1樓 

23  甘蔗汁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151號 

24  氣球點子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25 號 

25  韓井閣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50 號 1樓 

26  巧藝麵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670 號 

27  城市幸福滷味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722 號 1樓 

28  家鄉碳烤雞排-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0號 

29  集合午茶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12 號 

30  韓式拔絲起士熱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42 號前 

31  昌、甘草芭樂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46 號 

32  手機大聯盟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0 號 1F 

33  恋鮮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1 號 

34  老牌黑輪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2 巷口 

35  咖哩王子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3 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36  鱷油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5 號 

37  御品香營養三明治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60 號 

38  樂華潤餅卷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64 號 

39  興記轟炸雞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68 號前 

40  樂華日月潭紅茶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71 號 

41  二世烤魷魚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73 巷口 

42  辛綠豆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79 號 

43  零嘴の窩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79 號 

44  泰桑哩 Sonnychathai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81 號 

45  日式珍珠紅豆餅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86 號 

46  何佳佳蔥油餅(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86 號(前) 

47  極燒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90 號 

48  吳記排骨酥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94 號 

49  黑糖杯杯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94 號 

50  蔥抓餅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94 號門前 

51  虎茶很秋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0號 

52  幸花明太子起司烤餅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18 巷 20號 7室 

53  冠魚蛋小屋樂華分店趣樂活雞爪凍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4號 

54  木廚滷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5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55  鈺統藝品社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6巷口 

56  MaSa.Kuo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6號前 

57  蜂巢雞蛋仔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6號前 

58  胖妞飲料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8號 

59  手機遊樂園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0號 

60  樂華姐妹巨無霸豬血糕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0號 

61  帥俊牛仔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3號 

62  主人翁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6號 

63  巷仔口章魚小丸子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7號 

64  甜柚籽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7號 

65  亞瑪精品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8號 

66  松廣烤麻糬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8號 

67  小可愛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38 號 1樓 

68  李來脆皮玉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46號 

69  嘉味仙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4 號 

70  福賓牛排館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50號 

71  樂華鐘表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51號 

72  福廣齋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67號 

73  永美雪花冰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67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74  9H鋼化玻璃保貼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79號 

75  永和鹽酥雞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7 號前 

76  小野牛牛排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1 巷 12號 

77  蔥蔥蔥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1 巷 4號 

78  牛師傅牛排館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1 巷 5號 

79  現炸魷魚船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1巷口 

80  Natural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90號 

81  我愛法式可麗餅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96號對面 

82  麻糬公公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9 號前 

83  碳頭吐司早餐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6-1號 

84  rest 3C 維修中心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 160號 

85  寵物樂園商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 147 巷 1號 

86  大客脆皮雞排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 310 號 

87  吉品鞋坊 新北市永和區永路 56號 

88  香港鴻海燒腊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179 號 1樓 

89  阿泰鐵板燒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18 巷 21號 

90  吃吃吃麵飯館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50 巷 3號 

91  燈籠麵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 1 段 7號 

92  珍妮美甲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一段 12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93  大福皮件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一段 25-2號 1樓 

94  樂華手撕雞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 116 巷 1-1號 

95  茉莉香菇日韓精品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 35號(粉色大門) 

96  HOME LIFE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229-1號 

97  喬琦美髮工作室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237 巷 1-1號 1樓 

98  漢林大漢堡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281 號 1樓 

99  2nd 眼鏡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293 號 

100  昇隆乾洗名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349 號 1樓 

101  媄鎂飾品店鋪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96號 

102  五月初印度拉茶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 96號 

103  來叫雞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80 巷 

104  承庭服飾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0號 

105  創新機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7號 

106  重慶小麵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79號 

107  秘醬滷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7號 

108  BOSS沙威瑪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0號 

109  阿里芭芭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7號 

110  奧爾塔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92 號 

111  漸漸商行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157 巷 2弄 1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112  抽盒趣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29號 

113  陶醉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 81 巷 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