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 

 Galaxy Note10 系列 實力新登場 活動辦法 

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以下稱「活動期間」)，於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 享以下

專屬優惠： 

 

1. 手機舊換新最高折 NT$32,000 

 於活動期間內攜帶指定機型至全台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可享購機折價優惠。

(購機折價優惠依 台灣美迅有限公司 每月公告為準。) 

 三星體驗館/三星智慧館 Galaxy Note10 | 10+，可回收舊機型、折價及詳細活動辦法請見活動官網。 

 三星智慧館舊換新檢測標準說明 <立即下載> 

 

2. 指定原廠配件購物金 

 於 2019/8/23~10/31 至全台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皆可獲得原廠指定配件

購物金 2,000 元。 

 關於【指定原廠配件購物金】 

(1) 原廠指定配件購物金限 2019/8/23 後購機時同時使用。 

(2) 原廠指定配件購物金限預購本人使用，不得出售或轉讓。 

(3) 原廠指定配件購物金限定購買指定三星原廠配件及穿戴裝置，實際可購買品項依各門市實際產品庫存為

主，非前述指定配件，結帳時將無法使用原廠指定配件購物金。 

(4) 指定原廠配件購物金優惠不得與其它優惠或折扣併用。 

(5) 指定原廠配件購物金不得兌換現金、找零或折換其他贈品，並限付完全額後使用乙次；如單次未能使用

完畢，則餘額視為放棄；如消費金額超過該購物金金額，於使用之購買通路補足差額即可。 

 

3. 期間限定快閃門市 

 活動內容： 

於以下指定三星快閃店體驗 Galaxy Note10 | 10+，即可獲得品牌限量好禮。（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活動地點： 

快閃店 活動地址 活動時間 

Global Mall 新北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22 號 B2F 8/16-9/8 

新竹巨城 新竹市中央路 229 號 1F 中央廣場 8/16-9/12 

台茂購物中心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 號 1F (中庭挑空區) 8/19-9/16 

台中大遠百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251 號 1F 8/16-9/8 

秀泰生活台中文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 號 1F 8/16-10/31 

桃園機場出境閘口 C5R （第二航廈）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 號 9/1-10/31 

 

4. Galaxy Note10 系列旗艦開賣禮【無線閃充充電座】及【45W 快充旅充組】 

 2019/8/23~10/31 至全台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至開賣禮登錄送活動網

站，登錄指定資料並上傳購買憑證，經審查後符合資格者，即可獲得贈品【無線閃充充電座 (EP-N5200，

https://events.samsung.com.tw/hhp/samsung_online_trade_in/Index.aspx
https://images.samsung.com/is/content/samsung/p5/tw/downloads/galaxy_note10_tradein_rules_20190812.pdf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2019-galaxy-note10-promotion/aps.aspx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


建議售價 2,590 元)】；購買 Galaxy Note10+加碼再送【45W 快充旅充組 (EP-TA845，Type C，建議售價

1,590 元)】。 

 本活動贈品以實物為主恕不挑色，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考開賣禮登錄辦法。 

 

5. 享免費延長保固一年 

 凡於活動期間內於全台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即可獲得 Samsung Premium 

Care。(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消費者須於購買日起 60 天內內至台灣三星活動網站完成登錄並經審核成功後，始可享有延長保固一年。 

 

6. 享行動電話螢幕意外損失補償 

 於活動期間內至全台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購買 Galaxy Note10 | 10+之消費者，可免費獲得行動電話螢

幕意外損失補償之保障。 

 保障內容

消費者於投保期間一年內若螢幕因不可預料之事故破裂損壞，可至全台 Samsung 維修服務中心自費維修後

，向富邦產險請求理賠乙次，補償費用上限為$8,000 元。相關保險內容請洽說明資料或門市人員。 

 

7. 刷卡分期零利率(限三/六/十二期，實際可分期期數，請洽詢三星智慧館門市人員) 

 於活動期間內，持指定銀行信用卡至指定三星智慧館／三星體驗館刷卡分期購買 Galaxy Note10 | 10+之消

費者，可享有分期零利率之優惠。 

 實際可使用分期數及適用銀行依各家門市公告為主。 

 

8. 中租零卡分期零利率 

 透過中租零卡分期 APP 申請會員並取得額度，沒有信用卡也能輕鬆享 12 期零利率。零卡分期服務之審核申

請及使用方式，以中租零卡分期官網公告為準。了解更多 

 詳情請洽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9. 銀行優惠活動 

優惠銀行 優惠內容 活動日期 

星展銀行 

單筆分期滿$30,000 回饋$700 

8/15~10/31 

花旗銀行 8/15~10/31 

遠東商銀 8/15~10/31 

中國信託 
單筆分期滿$30,000 回饋$600 

8/15~10/31 

富邦銀行 8/15~10/31 

 詳情請見活動說明頁 

 

10. [Galaxy Note10 系列用戶專享] Samsung Pay 首刷送百活動 

 Galaxy Note10 | 10+用戶專屬！成功綁定任一張信用卡、不限金額完成交易一次，登錄即享 Samsung 

Reward 5,000 點（限量 2,000 名，送完為止）！立馬參加活動，獨享限量回饋～ 

 活動期間：2019/8/23 -2019/10/31 

 獎品內容：Samsung Reward 5,000 點（限量 2,000 名，送完為止）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2019-galaxy-note10-sp/rule.aspx
https://events.samsung.com.tw/hhp/premiumcare/way.aspx
https://images.samsung.com/is/content/samsung/p5/tw/downloads/galaxy_note10_sp_20190812.pdf
https://www.chailease.com.tw/0Card/News/NewsArticle/Samsung_201908?utm_source=Samsung_201908&utm_medium=cpc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2019-galaxy-note10-promotion/bank.aspx
https://www.citibank.com.tw/sim/zh-tw/credit-cards/epp-samsung.htm
https://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2019-galaxy-note10-promotion/bank.aspx


 如何參加： 

1. 進入 Samsung Pay APP 首刷送百活動頁請點選上方「立即參加」按鈕，並同意活動注意事項 

2. 成功綁定任一張合作之 11 家銀行的信用卡 

3. 完成刷卡消費一次 

4. 符合資格者將於 2019/11/30 前獲得 Samsung Reward 5,000 點 

 

 

活動注意事項 

A. 各三星體驗館/三星智慧館營業時間，請洽詢各門市。 

B. 本活動僅限三星體驗館適用，不適用於電信商及網路通路。 

C. 本活動贈品其產品規格及顏色依銷售通路公告內容與以實物為主；贈品恕不挑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不得

要求變換獎項、折抵現金或其他商品折扣使用、不得與其他專案或促銷案合併使用。附贈之贈品，不列入保固

範圍。 

D. 如欲進行商品退貨，應保持原包裝完整性，將商品與贈品一併退回。 

E. 如有未盡事宜，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三星」)有最終解釋權，並保留隨時修改或終止活動內容之權

利。 

F.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台灣三星向您蒐集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係作為本次活動聯繫以及將來三星電子產品行銷資訊分享之用。台灣三

星將於蒐集後自行或委託第三人於上述蒐集目的範圍內處理或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法向台灣三星請求查詢

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您也可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

但您的參加或得獎資格可能因程序未完備而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