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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26日公告 

2020富邦悍將家族會員「贈品」及「權益」調整說明 

家族會員「贈品」說明 

項目 「全面開放」時期 「閉門比賽」時期 「限額入場」時期 

特製家徽 

暨全年季票卡 
【亞瑟傳奇專屬贈品】 

卡片使用說明： 

1.此卡限觀看 2020年富邦悍將

新莊主場例行賽，進出球場請

攜帶此卡並依指定席位入座。 

2.此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轉讓。 

3.若卡片遺失或損毀需補發， 

將酌收 500元工本費。 

4.本年度家族權益有效期限至

2021年 2月 28日止 

5.家族會員之所有相關辦法，富

邦悍將球團保有變更及最終

解釋之權利。其他詳細資訊請

至官方網站查詢。 

1. 如因防疫考量採閉門

比賽方式進行，會員

權益使用期限展延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止。 
2020年 4月 6日公告之「2020

年富邦悍將家族會員辦法調整

說明」內容 

 

2. 如本季因疫情趨緩並

開放進場觀賽，原會

員權益及季票行使辦

法將另行公告。 

2020年 4月 6日公告之「2020

年富邦悍將家族會員辦法調整

說明」內容 

 

3. 如本季全部場次均

未開放球迷進場，原

權益內容之活動，及

亞瑟傳奇之季票行

使權益，將全數保留

至 2021 年球季且不

需另外繳費；如本季

部分場次開放球迷

進場觀賽，原權益內

容之活動及亞瑟傳

奇之季票權益行使

辦法，將依中央政府

及中華職棒聯盟規

範，視疫情狀況另行

公告。 
2020年 4月 6日公告之「2020

年富邦悍將家族會員辦法調整

Q&A」內容 

1. 2020 亞瑟傳奇會員

可憑卡入場觀賞本年

度富邦悍將主場例行

賽。 

 

2. 如欲於 2021 年展延

其季票者，需以「季

票費用」為計算基礎，

另針對 2020 年閉門

比 賽 之 場 次 折 抵

2021 年季票續卡費

用，完成續卡作業者

即可享有 2020-21年

度亞瑟傳奇會員完整

權益。 
【如 2020 年富邦悍將共 53 場

主場例行賽事開放球迷入場，

2021 年季票續卡費用=17,888

元 x 53／60=15,801元】 

 

3. 如欲於 2021 年取消

展延其家族會員身分

者，球團將另以「會

費全額」為計算基礎，

另針對 2020 年閉門

比賽之場次進行退費

作業。 
【如 2020年富邦悍將共 7場主

場例行賽事採閉門比賽進行，

2021 年退費金額=23,888 元

*7/60=2,7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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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會員「贈品」說明 

項目 「全面開放」時期 「閉門比賽」時期 「限額入場」時期 

專屬家徽球衣 

(含客製電繡) 
【亞瑟傳奇專屬贈品】 

線上完成申辦後寄出， 

贈品提供已乙次為限。 

無調整 無調整 

專屬家徽球衣 
【亞瑟傳奇專屬贈品】 

悍將機能隨身包 
【亞瑟傳奇/亞瑟王/藍斯洛

家族贈品】 

夏日野餐三件組 
【梅林專屬贈品】 

專屬收藏盒 
【全會員贈品】 

當季悍將球星 

實戰用品 
【亞瑟傳奇專屬贈品】 

實戰用品每位家族會員限贈送

乙件，恕無法指定品項，季末發

送活動另行公告。 

特製家徽卡 
【亞瑟王/藍斯洛/梅林家族

贈品】 

使用期限至 

2021年 2月 28日止 

使用期限展延至 

2022年 2月 28日止 

使用期限展延至 

2022年 2月 28日止 

平日主場 

門票兌換券 
【亞瑟傳奇/亞瑟王/梅林各

4張，藍斯洛 2張】 

兌換券僅適用 2020 年富邦悍

將主場例行賽（不含明星賽、季

後賽及總冠軍賽），逾期無效 使用期限展延至 2021

年例行賽結束前(限已

蓋展延章之兌換券)，

其餘規定比照原官網

使用說明。 

使用期限展延至 2021

年例行賽結束前(限已

蓋展延章之兌換券)，

其餘規定比照原官網

使用說明。 商品折價券 
【亞瑟傳奇-滿1000折 500

貳張；亞瑟王-滿 500折 100

貳張】 

使用期間：中華職棒 31年例行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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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會員「權益」說明 

項目 「全面開放」時期 「閉門比賽」時期 「限額入場」時期 

上半季 

門票優先購買權 

【全家族會員權益】 

無 無 

1. 此為新增權益。 

2. 本球團得視中央政府及聯盟時

令規定，動態調整家族會員優先

購票張數。 

3. 2020年 6/3-7/5悍將主場賽事，

優先購票順序及每場每卡限購

張數將調整為「亞瑟傳奇 4張」

→「亞瑟王 2張」→「梅林魔法

師 2 張/藍斯洛 1 張」→「全面

開放(4張)」。 

下半季/季後賽 

門票優先購買權 

【亞瑟傳奇&亞瑟王權益】 

2020年悍將主場下半

季例行賽及季後賽，

亞瑟傳奇及亞瑟王會

員可享優先購票服

務，亞瑟傳奇每場每

卡限購 4 張、亞瑟王

每場每卡限購 2張。 

1. 如因防疫考量全季均

採閉門比賽方式進行，

此權益將於 2020年取

消，並展延至 2021年

球季。 

2. 如因疫情趨緩開放球

迷入場觀賽，則依「限

額入場」時期辦法進

行。 

1. 本球團得視中央政府及聯盟規

定，依照時令動態調整家族會員

優先購票張數。 

2. 2020年下半季/季後賽門票優先

購買權將另行公告行使辦法。 

3. 2020 年亞瑟王會員及 2021 年

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者，2021

年可續享「下半季/季後賽門票優

先購買權」。 

球場活動報名權 

-MVP頒獎 

【亞瑟傳奇&亞瑟王權益】 

凡悍將贏球之主場例

行賽，當日入場登記

之家族會員，將有機

會至場內參加賽後

MVP 頒獎，並獲得專

屬紀念證書及照片。 

1. 凡悍將贏球主場例行

賽，將隨機抽選一位會

員並以電話連線抽獎。 

2. 2020 年亞瑟傳奇及亞

瑟王會員，2021年可續

享「MVP頒獎」活動報

名參加權。 

1. 凡悍將贏球之主場例行賽，當日

入場且登記之會員，有機會至指

定地點參加賽後MVP活動。 

2. 2020 年亞瑟王會員及 2021 年

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者，2021

年可續享「MVP頒獎」活動報名

參加權。 

球場活動報名權 

-賽後送巴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享有悍將主場賽後近

距離送球員搭上球隊

巴士之活動參加權 

1. 如因防疫考量全季均採

閉門比賽方式進行，此

權益將於2020年取消，

並展延至2021年球季。 

2. 如因疫情趨緩開放球迷

入場觀賽，則依「限額

入場」時期辦法進行。 

1.因防疫考量本季暫時取消舉辦，

球團得視疫情狀況及政府規定，

決定是否舉辦此活動並開放報

名。 

2.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2021年可續享「賽後送巴」

活動報名參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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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會員「權益」說明 

項目 「全面開放」時期 「閉門比賽」時期 「限額入場」時期 

球場活動報名權 

-小小 MVP 

【梅林專屬權益】 

凡悍將贏球之主場例行

賽，4-10 歲或身高 90-

135 公分之孩童及一名

陪同家長，將有機會至場

內與單場 MVP 一起跳舞

合影，詳細內容依官方粉

絲團公布為主。 

1. 如因防疫考量全季均採

閉門比賽方式進行，此

權益將於 2020年取消，

並展延至 2021年球季。 

2. 如因疫情趨緩開放球迷

入場觀賽，則依「限額入

場」時期辦法進行。 

1.因防疫考量本季暫時取消舉

辦，球團得視疫情狀況及政

府規定，決定是否舉辦此活

動並開放報名。 

2.「悍將小飛俠」活動為梅林魔

法師家族會員享有優先報名

權。相關活動辦法以球團最

終公告為準。 

3.2020 年梅林魔法師家族會

員，2021 年可續享「小小

MVP、球場跑跳碰、悍將小飛

俠」活動報名參加權。 

球場活動報名權 

-球場跑跳碰 

【梅林專屬權益】 

享有悍將主場賽後至新

莊球場內野跑跳之活動

參加權，詳細內容依官方

粉絲團公布為主。 

球場活動報名權 

-悍將小飛俠 

【梅林專屬權益】 

凡悍將主場例行賽，可站

上新莊內野環形舞台與

吉祥物一起帶動應援，限

4-10歲或身高 90-135公

分孩童報名。 

悍將商品球衣免燙

印服務費乙次 

【亞瑟傳奇&亞瑟王權益】 

悍將商品球衣除角色聯

名款外，不限款式免背號

及姓名燙印服務費乙次，

唯燙印所需之繡片需自

行購買。 

維持其權益內容不變，權

益行使次數仍為乙次，權

益使用期限展延乙年至

2022年 2月 28日止。 

1. 維持其權益內容不變。 

2. 2020年亞瑟王會員及 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權益使用期限展延乙

年，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28日止。 

Gstore 及 momo

悍將商品旗艦館購

物 85折優惠 

【亞瑟傳奇&亞瑟王&藍斯

洛權益】 

悍將商品購物折扣，通路

包 含 球 場 Gstore 及

momo購物網。實體商店

消費請出示會員條碼或

家徽卡方可享購物優惠，

momo 購物網折扣於登

入會員帳號(身分證)後自

動生效。(不含加油道具/

特價/聯名/球員版等其他

特定商品) 

維持其權益內容不變，權

益行使期限展延乙年至

2022年 2月 28日止。 

1. 維持其權益內容不變。 

2. 2020 年亞瑟王、藍斯洛會

員，及 2021 年亞瑟傳奇會

員季票續卡者，權益使用期

限展延乙年，自即日起至

2022年 2月 2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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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會員「權益」說明 

項目 「全面開放」時期 「閉門比賽」時期 「限額入場」時期 

悍將 APP 

家族限定兌點服務 

【全家族會員權益】 

可享家族會員專屬兌點活

動或贈品之權益。 

1. 如因防疫考量全

季均採閉門比賽

方式進行，此權益

將於2020年取消，

並展延至 2021 年

球季。 

2. 如因疫情趨緩開

放球迷入場觀賽，

則依「限額入場」

時期辦法進行。 

1. 因疫情影響暫時取消。 

2. 2020年亞瑟王、藍斯洛、梅林會

員，及 2021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

續卡者，權益行使期限展延乙年

至 APP公告之時間截止。 

進場贈品保留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凡悍將主場例行賽憑票兌

換之進場贈品，球團皆為亞

瑟傳奇成員提供例行賽期

間於服務台補領之服務。

(食物類、派樣贈品或其他

不易保存之贈品除外) 

1. 維持其權益內容不變。 

2. 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權益使用期限展延乙年，自

即日起至 2021年球季截止。 

專屬入場通道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進出球場請攜帶家徽暨全

年季票卡，由專屬通道進

出，請協助將卡片交由工作

人員登記卡號，並依卡背指

定席位入座。 

假日優先進場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假日場次開放提早 10分鐘

入場，可優先排隊購買限定

商品或報名限額活動(*旗

艦店及餐飲櫃位營業時間

不變) 

1. 調整為假日場次開放提早 15 分

鐘入場，其餘內容不變。 

2. 本球團保有依天氣或現場狀況調

整之權利。 

3. 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權益使用期限展延乙年，自即

日起至 2021年球季截止。 

主場例行賽 

指定席位保留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購買亞瑟傳奇家族後，球團

將另行公告全年季票選位

時程及辦法。 

1. 本球團得視政府及聯盟相關規

定，依照可入場人數上限規劃符

合社交安全距離之席次後，再開

放亞瑟傳奇家族會員行使指定席

位保留權益。如因疫情變化導致

開放席位調整，將重新開放選位。 

2. 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權益使用期限展延乙年，自

即日起至 2021年球季截止。 

球團特殊活動邀請 

【亞瑟傳奇專屬權益】 

球團將不定時舉辦特殊活

動，活動辦法與詳細內容依

FB官方粉絲團公告為主。 

1. 因疫情影響暫時取消。 

2. 2021 年亞瑟傳奇會員季票續卡

者，權益行使期限展延乙年，自

即日起至 2021年球季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