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兌換券使用說明注意事項 

加價購-限量寶可夢造型滑鼠墊-皮卡丘款/大集合款/卡牌款 

●限量寶可夢造型滑鼠墊於 11/4 15:00 開放兌換，共 3 款，可挑款；數量有限，兌完

為止。詳細商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加價購-限量寶可夢造型抱枕-皮卡丘款/大集合款/卡牌款 

●限量寶可夢造型抱枕於 11/4 15:00 開放兌換，共 3 款，可挑款；數量有限，兌完為

止。詳細商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加價購-限量皮卡丘小椅凳 

●限量皮卡丘小椅凳於 11/4 15:00 開放兌換，共 1 款；數量有限，兌完為止。詳細商

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加價購/免費送-陶瓷分隔盤 

●陶瓷分隔盤共 3 款，款式隨機出貨，無法指定。詳細商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公告

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加價購-限量 304 不鏽鋼餐具組 

●限量 304 不鏽鋼餐具組杯共 4 款，款式隨機出貨，無法指定。商品數量有限，兌完

為止。詳細商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公告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加價購-限量抱枕桌-藍色款 

●詳細商品規格與注意事項依官網公告為準。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活動贈品>採預購取貨；預購商品取貨日依預購交易明細單上取貨日

期為準，需於取貨日 30 日內到店領取，逾期門市不負相關保管責任。離島及偏遠地區

門市之取貨時間，因船期交通等因素，以商品實際配達門市時間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 

●兌換券條碼逾期未使用失效後，電子點數會於活動贈點截止日前自動歸還至會員帳戶

中，集點活動贈點截止日後即不再返點。詳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

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除標檢局判定屬不須施檢之商品外，全品項皆通過政府相關標準檢驗或第三方公正單

位檢驗標準。商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活動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贈品預購取貨時，本公司有更換等值贈品之其他選項權利。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活動貼紙點數 1 枚/3 枚/24 枚 

●僅限兌換【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活動貼紙點數，貼紙點數數量依門市實

際庫存為準。 

●集點活動電子點數與貼紙點數擇一集點/兌點，不可合併使用。活動結束點數自動失

效，不可轉換為其他活動點數或跨活動累計使用。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詳

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門市指定商品【免費送】/【買一送一】/【買二送二】優惠 

●僅限兌換【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活動指定門市優惠商品，商品數量依門

市實際數量為準。最新門市指定優惠商品依官網公告為主。 

■泰山健康好理由純芥花油 380ml：免費送 

■隨緣椎茸之味湯麵(杯)、隨緣-麻婆豆腐湯麵(杯)：任選買一送一 

■康寶濃湯(港式酸辣)大、康寶濃湯(雞蓉玉米)大、康寶濃湯(火腿玉米)大：任選買一

送一 

■李錦記照燒雞翅醬、李錦記黑胡椒肉片醬、李錦記麻婆豆腐醬、李錦記香蒜蜜汁排

骨醬：任選買一送一 



■易口舒脆皮軟心薄荷糖-酸甜覆盆莓、易口舒脆皮軟心薄荷糖-勁爽薄荷、易口舒脆

皮軟心薄荷糖-檸檬薄荷：任選買一送一 

■Airwaves 無糖口香糖超涼薄荷超值、AirwavesSUPER 嗆涼薄荷重量包、Airwaves

無糖口香糖紫冰野莓超值、Extra 潔淨口香糖清檸薄荷超值包、Extra 潔淨口香糖薄

荷口味超值包：任選買一送一 

■白蘭茶樹除菌洗衣精補充包：同品項買一送一 

■高露潔抗敏專家牙膏 110g：同品項買一送一 

■Simple 清妍溫和保濕潔顏乳：同品項買一送一 

■多芬新深層修護洗髮乳 340ml：同品項買一送一 

■西莎蒸鮮包成犬牛肉與蔬菜口味、西莎蒸鮮包成犬低脂雞肉與蔬菜口味：任選買二

送二 

■波蜜果菜汁 330ml：同品項買二送二 

■老北京酸梅湯 300ml：同品項買二送二 

●電子點數可兌換品項依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上架品項為準，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品項兌換完畢自動下架，不另公告。 

●電子點數兌換<門市指定商品優惠>，期限內持兌換券條碼至門市現場選購當檔期活

動指定優惠商品，商品數量依門市實際庫存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兌換券產出後請儘速於期限內至本公司門市櫃檯刷讀條碼結帳完成兌換。兌換條碼經

門市刷讀完成兌換後，即自動失效無法再次兌換。 

●兌換券不得折抵現金，兌換條碼逾期自動失效，兌換券條碼逾期或遺失恕不補發。詳

細兌換辦法依 7-ELEVEN 活動官網公告為準。 

●如將兌換券條碼截圖或 Line 傳送多人使用，而造成台端本人無法兌換，本公司概不

負責，亦不補發兌換券。 

●電子點數兌換券不得與其他促銷活動合併使用。 

●客服專線：0800-711-177。 

●統一超商保有隨時終止、取消、變更、暫停本活動與更換商品品項之權利，若有未盡

事宜，悉依本活動官網公告相關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星巴克好友分享 

■集滿【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18 點電子點數於 OPEN POINT APP「小 7

集點卡」兌換之電子優惠券至全台星巴克門市可享星巴克好友分享優惠乙次：憑券購買

兩杯容量/冰熱/口味皆一致的飲料，其中一杯由星巴克招待，並限當場一次領取。 

■電子優惠券兌換地點：全台星巴克門市(不適用於車道服務、機場管制區內門市、外送

外賣及預訂服務，實際依門市現場公告為準。) 

■電子優惠券兌換期間：109/10/07 ~ 109/11/19，每日開店到當日晚間 20:00 止。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電子優惠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優惠兌換一經交

易完成，恕無法提供退貨及換貨。APP 點數兌換問題請洽 OPEN POINT 客服 0800-

711-177；電子優惠券兌換由星巴克提供服務，若有門市兌換或序號問題，請撥打星巴

克顧客服務專線 0800-000-482。 

■電子優惠券僅限兌換乙次，不可重複使用，請於消費結帳前出示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

門市夥伴會於行動裝置螢幕之憑證畫面蓋章核銷。本券為贈品兌換券，僅限買一送一乙

次，不得更換現金，折扣、優惠、兌換星禮程回饋與優惠、各行銷活動與優惠憑證恕不

合併使用。 

■兌換期限依電子優惠券標註兌換期限說明，可於兌換期限內每日開店時間至當日晚上

8 點止皆可使用，逾期即失效。 

■優惠品項依各門市現貨為準，並限當場一次領取，不包含罐裝飲料、典藏系列咖啡、

手沖、虹吸式咖啡及含酒精、燕麥奶飲料。惟顧客可將好友分享或第二杯半價等優惠價

購得之飲料，再加價 20 元以換成燕麥奶飲料(飲料+燕麥奶)；每換一杯燕麥奶需另加價

20 元(例如若以優惠價購得之兩杯飲料都要更換燕麥奶，則加價 40 元，以此類推）。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為不記名，任何人持有皆可兌換，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

用，恕不補發。電子優惠券若逾期、影印、翻拍或螢幕截圖、汙損塗改、無法辨識均無

效，毀損或遺失恕不補發。 

■星巴克保留活動變更及調整之權利，如有變動請以星巴克企業網站公告為主。 

 

統一多拿滋【雙重優惠】買 3 送 1 或買 6 送 3+買飲品送蜜糖波堤 

■集滿【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6 點電子點數於 OPEN POINT APP「小 7 集

點卡」兌換之電子優惠券，可至全台統一多拿滋門市享雙重優惠：1. 甜甜圈&點心買 3

送 1 或買 6 送 3；2. 買現做飲品送蜜糖波堤。 

■電子優惠券僅適用於統一多拿滋門市使用，統一超商市售甜甜圈或點心不得使用。 

■限贈蜜糖波堤，可補差價換購價高商品，單券限優惠乙組。 

■「飲品」為「現做飲品」，不包含包裝飲品，以各門市現場陳列販售之品項為準。 

■兌換贈送之品項，以統一多拿滋各門市現場陳列販售之品項為準。 

■電子優惠券兌換地點：全台統一多拿滋門市(統一超商市售甜甜圈或點心不得使用) 

■電子優惠券兌換期間：109/10/07 ~ 109/11/24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系由統一多拿滋提供服務。若有憑證兌換問題，請撥打服務專線：

0800-527-000。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電子優惠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電子兌換券僅限使用一次，門市會於兌換完成時核銷電子兌換券。       

■兌換期限依電子優惠券標註兌換期限說明，請於期限內完成兌換，逾期即失效，視同

作廢。本券有效與否，以統一多拿滋票券系統所記錄之狀態為憑。 

■電子優惠券所兌換之商品或折抵消費之金額不予開立統一發票。    



■電子優惠券恕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或其他商品，禁止轉售。 

■優惠兌換一經交易完成，恕無法提供退貨及換貨。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僅限兌換一次，不得重複使用，因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為不記名，

任何人持有皆可兌換，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若逾期、影印、翻拍或螢幕截圖、汙損塗改、無法辨識均無效，毀損或遺

失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 

■電子優惠券僅單純優惠兌換、不適用於統一多拿滋門市消費集點活動，且不得與其他

行銷優惠/套餐組合/優惠折扣合併使用。 

■統一多拿滋全台門市查詢：www.misterdonut.com.tw，消費者服務專線：0800-527-

000。 

■統一多拿滋保留調整優惠內容之權利，如有變動請以統一多拿滋網站公告為主。 

 

酷聖石【大杯經典冰淇淋】/【中杯經典冰淇淋】買一送一(含原味脆餅) 

■集滿【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6 點電子點數於 OPEN POINT APP「小 7 集

點卡」兌換之電子優惠券，可至全台酷聖石門市購買大杯經典冰淇淋+原味脆餅/大杯經

典冰淇淋+原味脆餅(依兌換券兌換品項)，享同 size 經典冰淇淋乙客(自創冰淇淋、take 

it、桶裝冰淇淋除外)。 

■季節新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電子優惠券兌換地點：全台酷聖石門市  

■電子優惠券兌換期間：109/10/07 ~ 109/11/24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系由酷聖石提供服務。若有憑證兌換問題，請撥打服務專線：

0800-001-677。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電子優惠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電子兌換券僅限使用一次，門市會於兌換完成時核銷電子兌換券。        

■兌換期限依電子優惠券標註兌換期限說明，請於期限內完成兌換，逾期即失效，視同

作廢。     

■電子優惠券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依現場人員說明為準。     

■電子優惠券恕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或其他商品，禁止轉售。 

■優惠兌換一經交易完成，恕無法提供退貨及換貨。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僅限兌換一次，不得重複使用，因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為不記名，

任何人持有皆可兌換，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若逾期、影印、翻拍或螢幕截圖、汙損塗改、無法辨識均無效，毀損或遺

失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 

■酷聖石保留活動修改權利及最終解釋權，如有變動請以酷聖石網站公告為主。 



 

21 風味館/21PLUS【21 感恩烤雞餐】優惠價 390 元/平日再折 71 元 

■集滿【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6 點電子點數於 OPEN POINT APP「小 7 集

點卡」兌換之電子優惠券，可至全台 21PLUS、21 風味館門市享【21 感恩烤雞餐】優

惠價 390 元(原價 535 元)；21 台積電門市恕不適用。週一至週五(國定假日例外)平日

再折 71 元，只要 319 元。國定假日之判定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頒布之標準為主。 

■【21 感恩烤雞餐】餐組內容包含 21 香草烤雞+大薯霸+四季春冰茶(M)x2。餐點可補

差額升級。餐組內容與價格依門市現場實際供應為準。 

■電子優惠券兌換地點：全台 21PLUS、21 風味館門市(21 台積電門市恕不適用)；

21PLUS、21 風味館門市用核銷代碼：平日 7884；假日 7885。 

■電子優惠券兌換期間：109/10/07 ~ 109/11/24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系由 21PLUS、21 風味館提供服務。若有憑證兌換問題，請撥打

服務專線：0800-666-621。  

■電子兌換券僅限使用一次，門市會於兌換完成時核銷電子兌換券。        

■兌換期限依電子優惠券標註兌換期限說明，請於期限內完成兌換，逾期即失效，視同

作廢。     

■電子優惠券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依現場人員說明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電子優惠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電子優惠券恕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或其他商品，禁止轉售。 

■優惠兌換一經交易完成，恕無法提供退貨及換貨。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僅限兌換一次，不得重複使用，因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為不記名，

任何人持有皆可兌換，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若逾期、影印、翻拍或螢幕截圖、汙損塗改、無法辨識均無效，毀損或遺

失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受罰。 

■21PLUS、21 風味館保留活動修改權利及最終解釋權，如有變動請以 21PLUS、21 風

味館網站公告為主。 

 

BEING Fit【小團班課程】買 1 送 1 特價 400 元 

■集滿【迪士尼系列生活只有為尼集點送】6 點電子點數於 OPEN POINT APP「小 7 集

點卡」兌換之電子優惠券，可至全台 BEING fit 門市享小團班買一送一特價 400 元優

惠，限首次購買者，每人限購一組。 

■電子優惠券兌換地點：全台 BEING fit 門市 

■電子優惠券兌換期間：109/10/07 ~ 109/11/24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系由 BEING fit 提供服務。若有憑證兌換問題，請撥打服務專線：

0800-001-348。  



■入場運動需自備 icash2.0 或悠遊卡刷卡入場，入場前請出示電子優惠券及個人資料購

買；電子兌換券僅限使用一次，門市會於兌換完成時核銷電子兌換券。        

■兌換期限依電子優惠券標註兌換期限說明，請於期限內完成兌換，逾期即失效，視同

作廢。     

■電子優惠券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依現場人員說明為準。     

■電子點數兌換產出的電子優惠兌換券恕不接受退換，兌換前請審慎確認。 

■電子優惠券恕不得更換或折抵現金或其他商品，禁止轉售。 

■優惠兌換一經交易完成，恕無法提供退貨及換貨。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僅限兌換一次，不得重複使用，因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為不記名，

任何人持有皆可兌換，請自行妥善保管，如遭他人盜用，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若逾期、影印、翻拍或螢幕截圖、汙損塗改、無法辨識均無效，毀損或遺

失恕不補發。 

■電子優惠券兌換憑證，請勿擅自偽造、變造，以免觸犯刑責。 

■BEING fit 保留活動變更及調整之權利，如有變動請以 BEING fit 網站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