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趣湧蓮市場 樂享 20%回饋趣」活動辦法 

壹、 活動名稱：來趣湧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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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蘆洲湧蓮市場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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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蘆洲區商圈繁榮促進會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附表： 

序號 店名 地址 

1  龍鳳堂餅舖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 194號 

2  弘安鎖印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09號 

3  涵妮服飾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205號 1樓 

4  勝穎商行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3號 1樓 

5  三仁肉鬆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72號 

6  魚丸攤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70號 

7  蘆洲四口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0號 

8  清味香大腸麵線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與成功路交叉口 

9  汪派沙茶羊肉-蘆洲總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8號(正對面) 

10  台奇 168麵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8號 

11  天天利小吃店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18號 1樓 

12  小玉鮮果舖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2號(保和宮前面) 

13  美玲水餃攤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70號 

14  仟采通訊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44號 

15  阿章水果行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70號(對面) 

16  佳佳精品水果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17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17  弘田拉麵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70號 

18  阿慶伯楊桃汁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83號 

19  日船章魚小丸子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48之 1號(對面) 

20  阿強的蔬果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0號(對面) 

21  陳記吉美蛋糕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9號 

22  呆呆雞肉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40號 

23  天玥胡椒餅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72巷 3號 1樓 

24  成功素食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5號 

25  蘆洲碳烤老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56號(對面) 

26  香香水果攤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3號 

27  阿坤伯肉焿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88號 

28  春姨水果攤 新北市蘆洲區湧蓮寺旁/大眾廟斜對面 

29  甄品皮件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46號 

30  寶山五金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56號 

31  李媽媽炒飯麵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62號對面 

32  阿娥水果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2號 

33  得盛咖哩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78號 

34  秦棧無骨鹽酥雞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5號旁 

35  阿惠水果攤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86號 



序號 店名 地址 

36  秦棧鮮烤魷魚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5號旁 

37  黑鑽油飯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21號左 

38  濤淘小舖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9號旁 

39  素食水煎包 新北市蘆洲區湧蓮市場內 

40  古早味饅頭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6號旁三角窗 

41  阿秋栗子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南路 248號 

42  宜家寢飾專賣店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08號 

43  阿宗食品行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36號 

44  沈家豆花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77號 

45  皇品牛排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81號 

46  忠義廟清粥小菜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 102巷口(忠義廟旁) 

47  卡登鞋坊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16號 1樓 

48  廣記台南鱔魚麵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78號 

49  活海鮮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33號 

50  美玉服飾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34號門口 

51  40年祖傳仙草豆花/山上黑豬肉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38號 

52  27-衣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 27-1號 1樓 

53  永福水果行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1號 

54  熊飽飽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 82號 1樓 



序號 店名 地址 

55  宣寶貝美甲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街 5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