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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 

領獎須知 
 

本人 （簽名）參加由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舉辦之「悠遊花蓮

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抽獎活動，已詳閱下列說明辦理領獎事宜。 

說明： 

一、 中獎者應於得獎名單公布起計 14 日曆日內（含）前將「領獎須知」、「得

獎收據憑證」、「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購

買證明憑證」、「獎項領取方式」等文件，親簽詳填後，以下列三種方

式擇一繳交至本專案辦公室，待專案辦公室通知核實無誤通知後，方可

領取獎品（親領或郵寄）。 

(1) 【親送】請於平日時間親送至 970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三街62號6樓之2 - 

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信箱，並請電聯專案辦公

室電話03-8222358告知已送件。 

(2) 【紙本郵寄】兌獎期限內（郵戳為憑）寄至 970 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 

17 號–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電話：03-

8222358）。 

(3) 【電子掃描繳交】請將文件以【電子掃描】方式且須清晰，以Email 

信件方式傳送至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信箱

（hualien.eep@gmail.com），並於信件主旨屬名中獎編號及中獎人姓

名。 

以上方式如文件有不清或未填寫詳實，須於補件期限內完成補正。補正

完成才可進行領獎程序。 

二、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得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中獎金額 

（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1 元以上者，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

使用，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中獎金額（價值）在新台幣 20,010 

元以上者，得獎者依法需先繳交 1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得獎

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須先就中獎

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應檢附

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若得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金，

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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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產品價值清單 

項次 獎項 所得稅 獎品價值 稅金 

1 Vermicular IH 琺瑯鑄鐵電子鍋 需申報 31,500 3,150 

2 LG PuriCare AeroTower 風革機 UV版 需申報 27,900 2,790 

3 iPhone 13 128GB 需申報 25,900 2,590 

4 AirPods Pro 1對 免申報 7,990 免繳 

5 electrolux 5公升Explore 6健康氣炸鍋 免申報 3,990 免繳 

6 花蔬安全蔬菜箱(中) 免申報 550 免繳 

單位：新台幣/元 

三、未依上述說明辦理領獎手續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四、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本專案辦公室「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注意事

項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相關內容。 

「得獎收據憑證」與「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詳後附件，

請台端參閱並填寫與簽名。 

兌獎流程圖 

 

 

 

 

 

 

 

 

 

 

 

 

 

 

 

 

 
 

https://hlg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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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收據憑證 
 

茲收到「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抽獎活動 
 

中獎獎品： 一只此據。 
 

 

中獎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手機號碼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_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通訊地址 

□ 同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_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 貴專案辦公室「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活動

辦法、領獎須知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相關內容。 

簽名： 

 

身分證正面 身分證反面 

 
身分證請黏貼於此，作為領獎證明及代扣個人所得稅使用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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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 （以下簡稱本專案辦公室）為遵守個
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料予本局前，依法 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專案辦公室因「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等目的而獲取您下列

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
連絡方式 （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本專案辦公室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專案辦公室隱私權
保護政 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三、本專案辦公室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活動外，本專案辦公室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五、本專案辦公室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
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六、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專案辦公室行使之下列

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 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專案辦公室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本專案辦公室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專案辦公室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專案辦公室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專案辦公室將
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專案辦公室
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2.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已充分知悉 貴專案辦公室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 貴專案辦公室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

的之提供。 

立書同意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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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證明憑證 
 

 

【發票】憑證檢附欄 

 

 

 

 

 
如以店家「開立發票」登錄者， 

請檢附中獎登錄之發票號碼證明聯（複本即

可）需清晰可見發票內容及發票號碼 

【其他】入住證明檢附欄 

 

□請以我登錄時上傳登錄的照片作為佐證資料，我也確認該照片並無重複利用、 

登錄或偽造之情事，如有疑義，我願提供其他資料佐證。 

登錄時以「發票號碼」或「發票照片」作為登錄者，請勿勾選此項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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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領取方式 
 

請勾選（V）您的獎項領取方式 
 

 

請勾選 方式 說明及備註 

□ 

親領 

請以本人到場領取為原則，非本人需攜《代領委託切結書》

及身分證明文件領取。 

【花蔬安全蔬菜箱】獎項請勿選擇親領，一律郵寄。 

領獎地址：970 花蓮市中美三街62號6樓之2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2：00、13：30-17：30，例假

日休息。 

預計領取時間： 111 年 月 日 時~ 時之間 

□ 

郵寄 
部分商品如以郵寄方式領取，需自行負擔運費(註3)，運費採

貨到付運方式。 

郵寄地址： □□□ 

收件人姓名： 
以中獎人為原則，如因其他原因填寫非中獎人，請註明與中獎人之

關係 

電話（手機為主）： 
 

其他備註 無則免填 

 

備註： 

1. 如有疑義或未盡事宜，以主辦單位釋疑為準。 

2. 親領時間如若主辦單位無法配合，將另行通知。 

3. 運費可能因地區不同、或偏遠地區之認定有不同的費率，以貨運公司現場收付金額為準，且本活動
得獎獎品寄送地區僅限臺灣地區（含外島）。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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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本人知悉並同意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身分證字號 ）參加由

花蓮縣政府舉辦之「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抽獎活動，本人

遵守活動事項及領獎須知，且有權簽署本活動之相關文件。特此說明。 

 
此致 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月 日 

  

中獎人未滿 18 歲
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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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代領委託切結書 
 
  

本人  君（委託人姓名）為本次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

活活動中獎人，中獎 

序號： 中獎品名：                                                                          

因個人因素無法親領，茲授權委託     （ 受託人姓名 ）先生/女士，

代為領取獎項，如有虛偽事實或紛爭，本人願承擔一切風險及責任，特以此聲明書切結。  

此致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及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 

 

◎委託人： _（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受託人： _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連絡電話： 

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關係： 
 

中華民國 1 1 1 年   月   日 

 

 

受委託代領獎人身分證影本（請附上清晰影印本） 

 

 

 
受委託代領獎人
身分證影本正面 

 

 

 
受委託代領獎人
身分證影本背面 

非本人親領需檢附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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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及注意事項之規範，活動辦法及

注意事項載明於本活動網站（https：//hlgh.org/），如有違反本注意事項之行為，主辦單位得

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 

2. 活動內容：為旅客於活動入住時間內至入住花蓮縣內環保旅店、環保標章旅館之旅客，即可

參加抽獎。 

3. 活動入住時間： 1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0 日止。 

4. 抽獎資料登錄時間： 1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1 月 4 日中午 12 點止。 

5. 旅客資料上傳：旅客於結帳後，現場掃描活動QR code或至活動官方網站登錄姓名、電話、身

分證後 4 碼、發票收據或入住憑證、入住時間及居住縣市別等資料，完整輸入後於當日傳送

即完成抽獎登錄。 

6. 發票、收據或入住憑證說明：針對開立有效統一發票之旅店以「統一發票號碼」做為入住之

證明，針對登錄「未開立有效統一發票之店家」，民眾可以請店家開立之收據或入住證明，

並於登錄時載明消費時間，方可作為證明，每筆消費（發票、收據或入住憑證）限登錄乙次，

不得另行拆分登錄，如有相同發票或收據者，以系統首位上傳者為準。 

7. 抽獎日期：111 年 11月 10 日前，主辦單位遇有活動時得調整抽獎時間，並於活動前一日於活

動平臺另行公告抽獎時間。 

8. 得獎名單公布：得獎名單將於網站公告，後續以簡訊告知中獎資訊，中獎者需於指定期間內

完成回填完整中獎所需資料，以郵寄、親送、或電子掃描方式予專案辦公室，如因聯絡資料

填寫不全或不實以致無法聯絡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9. 領獎說明：得獎人須於得獎名單公告翌日起計 14 日曆天（含）內，持本人身分證至「花蓮縣

花蓮市中美三街62號6樓之2：111 年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領取獎品，

或由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協助郵寄獎品，得獎人需自行上本活動網站

列印「領獎須知」（附件 1）、「得獎收據憑證」（附件 2）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

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 3），本人親自填寫紙本資料及黏貼身分證影本完成後，於領獎期

限前親送或郵寄掛號方式送達本專案辦公室，也可以電子信件方式掃描傳送至悠遊花蓮住綠

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信箱（信箱：hualien.eep@gmail.com）；得獎者若為未成年人，

另應檢附戶籍謄本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經核驗後確認無誤始得進行領獎作業，逾期視為放

棄，亦不得要求將獎品轉讓給第三者。 

10. 領獎時需填寫詳實完整本活動領獎指定資料，資料經工作人員核對無誤後始得領取獎品。 

11. 本活動參與者需自行保留其登錄發票、收據或入住憑證至領獎出示為止，如主辦單位要求正

本驗證，應配合出示。如未出示或資料不全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領獎資格。 

12. 因上述情事所取消、放棄之領獎資格，主辦單位得擇日通知候補得獎人遞補獎項。 

13. 若得獎者未能親取獎品要求寄送，獎品一經寄送，如過程中發生遺失、遭冒領、竊取等喪失

占有情形，或有破損、延遲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方之原因，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無需為此

負任何責任；且本活動得獎獎品寄送地區僅限臺灣地區（含外島）。 

14.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獲獎人或中獎人是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或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

區居留、停留合計滿183天之大陸地區人民，中獎者中獎金額為新臺幣 1,001元(含)以上者，將

請先閱讀， 
不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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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獎項價值納入領獎人個人年度綜合所得計算，中獎者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領獎憑證，須提

供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利申報中獎扣繳憑單。中獎金額超過新臺幣20,000元者(不含 

20,000元)，須依法扣繳10%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金。 

15. 非中華民國國境內居住之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

得獎人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 

16. 未滿14歲之兒童中獎，視同監護人中獎，由監護人代為領取。 

17. 若中獎者不願意提供資料，或未能依法及期限繳納稅額，即視為放棄中獎資格，不另行通知。 

18. 登錄中獎者屬下列情況者，即取消中獎資格： 

(1) 為維護活動公平性，中獎者若經查證為該店家負責人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親屬、家屬，

或與該店家有受僱、承攬關係之人員，或其業務往來之廠商等者，並經機關認定屬不合理

之交易型態者均視同中獎無效。 

(2) 發票不得開立統一編號。 

(3) 入住時間非111年9月1日至111年10月30日。 

(4) 入住旅宿非為花蓮環保旅店。 

(5) 發票登錄號碼與發票正本不符。 

(6) 中獎者無法提供發票或入住證明時，視同無效中獎。 

(7) 若中獎者不符合、不同意或違反本活動規定者，主辦單位保有取消中獎資格及參與本活動

的權利，並對任何破壞本活動行為保有依法律途徑追究不當行為之權利。 

19. 主辦/執行單位保留審核、決定及變更獎項內容之權利，如因不可抗拒之因素，主辦/執行單位

有權更換獎項為等值商品。 

20. 參加者於活動網站登錄個人資料同時，即同意接受活動各項辦法，及同意主辦單位於本活動

相關平臺、平面或其他媒體公佈中獎名單；並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蒐集參加者的個人資

料(如：姓名、手機等)，作為抽獎管理、活動通知等使用，參與本活動之參與者須詳細閱讀，

並視為了解與同意遵守主辦單位抽獎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取消其中

獎資格，不得異議，並得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追溯相關法律責任。 

21. 本活動之獎品以實物為準，網頁使用圖片僅供參考，不得要求交換、更換顏色、規格、轉讓

或折換成現金，亦不得更換中獎人。中獎獎項日後之使用保固與維修，主辦/執行單位概不負

責，獎項經兌換、簽收受領後，如有遺失、盜領、自行拋棄、毀損，恕不補發獎品。 

22. 如有任何因電腦病毒、程式錯誤、駭客、網路、電話、技術…等或任何不可歸責於主辦／執

行單位之事由（包含但不僅限於以上原因）而導致如下情況並致使侵害或影響其他活動參與

者權益、活動公平與正當性，主辦與執行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中獎者亦不得因

此異議： 

(1) 系統誤送活動訊息或中獎通知。 

(2) 參加人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 

(3) 活動未如預期之規劃執行。 

23. 參與活動之參與者，如有違反下列情事，一經主辦單位發現或經第三人檢舉經查證屬實，主

辦單位有權利立即取消其中獎資格，除追回獎品外，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追溯相關

法律責任： 

(1) 違反本活動登錄方式。 

(2) 以惡意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明顯違反活動公平性之方式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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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圖混淆或影響活動結果者。 

(4) 以刻意變造或虛偽不實之照片作為入住證明者。 

24. 活動辦法載明在本活動網站中，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民事法律相關規定辦理，主辦單位保

有隨時更改活動細節(參加方式及贈品內容、數量等)、保留、暫停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並可取消

任何影響他人中獎權益之中獎者的中獎資格，參加者同意完全依照及遵守本活動之更動決定，絕

無異議。修改訊息將於本網站上公布為準，不另行通知。 

25. 因應疫情、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

動之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活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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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稅金匯款資訊 
 

1. 金額對照表 

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抽獎品項 

金額（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10 以上者， 需繳交 

10%機會之中獎稅金。 

匯費或手續費請自行吸收（勿內扣） 
 

 

中獎商品 市值 10%稅金 

Vermicular IH 琺瑯鑄鐵電子鍋 31,500 3,150 

LG PuriCare AeroTower 風革機 UV版 27,900 2,790 

iPhone 13 128GB 25,900 2,590 

AirPods Pro 1對 7,990 免繳 

electrolux 5公升Explore 6健康氣炸鍋 3,990 免繳 

花蔬安全蔬菜箱(中) 550 免繳 

 

2. 中獎稅金匯款帳戶 

※請於收到匯款簡訊通知身分已檢核完成後再行匯款!簡訊內容不會主動提供帳號! 
 

匯款銀行： 臺灣企銀 虎尾分行 

銀行代碼： 050-6719 

匯款戶名： 翌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匯款帳號： 

 

 
匯入時請於備註欄備註中獎者姓名或提供匯入帳戶的後五碼（匯款完成後請來電 03-

8222358 或至 LINE@通知悠遊花蓮住綠旅  玩出淨零綠生活專案辦公室（ ID：

@HLGH），通知已匯稅金款項） 

本頁不須列印，收到
通知匯款時請參閱下
方匯款帳戶及金額 

分 行 代 號 科 目 戶 號 檢 號 

6 7 1 1 2 1 5 7 5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