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井3C最速 PAY 消費高回饋」行銷活動辦法 

壹、活動名稱：「三井3C最速 PAY 消費高回饋」。 

貳、 活動期間：民國111年5月1日起至11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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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活動地點，出示「台灣 Pay」付款

條碼(限金融卡/帳戶)進行支付之用戶(以下簡稱用戶)。 

二、活動地點：三井3C受理「台灣 Pay」之指定實體門市（參與本活

動之門市資訊詳見本活動辦法附表，如有更新請以華南銀行官網

公告為準）。 

三、活動內容：用戶於活動期間至活動地點消費，並出示「台灣Pay」

付款條碼(金融卡/帳戶)進行支付，單筆結帳金額達新臺幣(以下

同)1,000元(含)以上，即享20%之現金回饋(非即時回饋)，活動期

間每卡號/帳戶回饋上限1,000元，本活動回饋總金額上限115萬

元，如達回饋總金額上限，即停止回饋，並公告於華南銀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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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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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19家金融機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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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農中心及

南資中心，計21家發卡機構。 

五、活動限制： 

(一)本活動之單筆消費金額，以三井3C 門市系統計算金額為準，消

費金額不得累積，若因付款失敗、交易取消、退貨或退還款

項等情形，該筆交易將不列入回饋計算範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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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饋金額以「單筆消費金額的20%」計算，小數點後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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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11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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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由三井3C處理。 

二、主、協辦單位有權審查用戶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若有不符

本活動之規定、人為操作、異常多筆交易，或以其他不正當方式

參加活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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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用戶資格或權益不得轉讓予他人，亦不得要求變更回饋

內容。 

四、用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任何參與本活動之資料及紀錄，皆以

主、協辦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五、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不正當方式意圖受領之用戶，經



查證屬實者，主、協辦單位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 

六、用戶已充分知悉且同意就本活動提供個人資料，主、協辦單位並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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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活動如遇不可抗力或不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之事由，主、協

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有權對本活

動之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無須另行通知。 

八、本活動辦法之其它未盡事宜應以主、協辦單位官網公告為準。 

九、主辦單位：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三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華南銀行客服專線(02-2181-0101)、 

三井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專線(0809-008-001) 

  



附表：本活動指定實體門市 

序號 門市 地址 

1 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36號1樓 

2 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298號1樓 

3 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51號1樓 

4 桃園 NOVA一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2樓158櫃 

5 桃園 NOVA二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03室(ASUS) 

6 桃園 NOVA三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21.122室(ACER) 

7 桃園 NOVA五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09室(MSI) 

8 桃園 NOVA六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01室 

9 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66號1樓 

10 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3段102號1樓 

11 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92號1樓 

12 中壢維修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3樓317室 

13 台北光華五店(一樓)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1樓 X04櫃 

14 台北八德店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86號１樓 

15 台南彩虹店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250號１樓Ａ-02室 

16 台南彩虹二店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250號１樓 A-03之1、2室(ACER) 

17 台中東海店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1樓115室 

18 台中東海二店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1樓103室 

19 台中東海三店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1樓102室 

20 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里21鄰中正路164號1樓 

21 台北光華六店(一樓)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1樓 X01櫃 

22 台北光華五店(二樓)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42櫃 

23 新竹 NOVA五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1樓127室(ACER) 

24 新竹 NOVA六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2樓212室 

25 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287、289號1樓 

26 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70號1樓 

27 龍崗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412、414號1樓 

28 台中 NOVA五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1樓113室(ASUS) 

29 台中 NOVA七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1樓125室(ACER) 

30 台中 NOVA八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1樓123室(HP) 

31 新竹 NOVA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2樓201室 

32 新竹 NOVA二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1樓125室(Surface) 

33 新竹 NOVA三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1樓140室(ROG) 

34 中壢 NOVA四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1樓133室 

35 中壢 NOVA五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1樓118室 

36 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76、978號1樓 

37 台中 NOVA店 臺中市西英才路510號地下1樓 B16室 

38 台中 NOVA二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地下1樓 B05室 

39 台中 NOVA三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1樓111室 



40 新竹維修中心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94巷3號2樓203室(ACER) 

41 鴻金寶店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路3號1樓 

42 中壢 NOVA店 桃園市中正路389號2樓217室 

43 中壢 NOVA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1樓103室 

44 高雄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0號1樓 

45 高雄建國二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96號1樓 

46 嘉義二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51號 

47 桃園 NOVA七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12室 

48 樹林家樂福店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118號1樓(樓中樓) 

49 竹北家樂福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樓(商店街) 

50 經國家樂福店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369號 B1(商店街) 

51 仁德家樂福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11號2樓(商店街) 

52 彰化家樂福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21號2樓(商店街) 

53 成功家樂福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3樓(商店街) 

54 宜蘭家樂福店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38巷2號 B2 

55 台北八德 A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37號 

56 台北八德 B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39號 

57 台南永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大涼里永華路一段301號 

(三井Ｏutlet門市、三創系列門市及大潤發系列門市不適用本活動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