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倍券享數位，Gogoro 幸運抽
＜注意事項＞
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視為同意接受本注意事項之規範；如不同意本注意事項之
全部或一部分，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1.

抽獎及中獎資格
民眾需綁定數位「振興三倍券（以下稱三倍券）」始能獲得參加本活動之抽
獎資格（以下稱「參加人」）
。參加人若經主辦單位確認中獎後，不得取消其
數位三倍券之綁定，且應於使用數位三倍券消費滿額新臺幣 3,000 元並獲得
回饋後，始獲得 Gogoro VIVA Lite 機車乙輛之領獎資格。

2.

主辦、贊助單位
本活動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主辦（下稱「主辦單位」）
，並由睿能創意股份有
限公司、睿能創意營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稱「贊助單位」）共同贊助。

3.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參加人參加本活動或中獎者（若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則包含
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以下同）填寫、登錄本活動所需之個人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等），並以任何方式提供與主辦單
位後，即視為同意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得於辦理本活動之需要，於特定目的
必要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蒐集、處理、利用及傳輸參加人提供
之其個人資料。若有中獎，並授權主辦單位公布中獎者姓名。除事先取得參
加人或中獎者同意或法令另有規定外，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處理或利用上開
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將限於達成上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
之；中獎者可決定是否提供或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若中獎者不提供相關資
訊時，主辦單位則於決定是否符合本活動之參與及中獎資格時，擁有自行判
斷之權利。若中獎者個人資料提供不完整、錯誤或逾期提供個人資料，均視
同放棄中獎資格，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不提供任何補償，亦不會遞補中獎名
額。

4. 抽獎作業：
4.1 本活動中獎者（下稱「中獎者」）將由系統於符合資格之本活動參加人中隨機
自動抽出，每位參加人至多僅限中獎乙次。中獎名單將公布於主辦單位指定
之網站（https://3000.gov.tw/）︰第一波西元（下同）2020 年 7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共計 10 日，每日抽出 1 名中獎者；第二波 2020 年 7 月 16 日
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共計 15 週，每週抽出 1 名中獎者。
4.2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抽獎活動無法如期、如實進行時，主辦單位及贊助單
位保有隨時修改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恕不另行補辦抽獎活動。如遇贈品缺
貨或遇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贈品內容變更，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有權變更贈
品，並保留得更換同等價值贈品之權利。
4.3 若中獎者提供之資料不完整、不正確或其資料不全、錯誤導致主辦單位及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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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單位無法聯絡中獎者，將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5. 中獎通知及領獎意願確認：
5.1 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將個別以電話、簡訊、e-mail 通知中獎者，若中獎者提
供之資料不完整、不正確或其資料不全、錯誤導致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無法
聯絡中獎者，將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5.2 確認領獎意願期限：
中獎者獲主辦單位通知具領獎資格後，應至主辦單位指定之網站
（https://3000.gov.tw/）下載並簽署「中獎者領獎同意書」（如附件一，以下
同）
，並於主辦單位通知中獎之日起一個月內（以郵戳為憑）
，自費將領獎同
意書掛號郵寄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振興三倍券活動小組」
（地址：106 台北
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3 樓）
，以供核對中獎資格。若中獎者逾期未填
妥、簽署並寄出「中獎者領獎同意書」者，視同於上述期限屆滿日起自動放
棄中獎權益及資格，且主辦單位就該中獎資格將不再辦理抽獎。
6. 機會中獎所得稅繳納：
6.1 本抽獎活動為機會中獎，依所得稅法規定，本活動機會中獎獎項市值超過新
臺幣 20,000 元（含）以上，本國中獎者需填妥個人所得收據憑證，附上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繳交獎項價值 10%之獎品稅金，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後方可
領獎；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不論機會中獎獎品市值，皆需填妥個人所得
收據憑證，附上護照或居留證正反面影本，繳交獎項價值 20%之獎品稅金，
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後方可領獎。【註：外籍人士（含大陸人士）若在台居
留達 183 天以上須檢附在台居留證，則視為本國中獎者。】若中獎者拒絕繳
納代扣稅額，視為放棄中獎資格。年度扣繳憑單將由主辦單位或贊助單位開
立提供。
6.2 稅捐繳納期限：
主辦單位確認中獎者依第 5.2 條確認其中獎意願後，中獎者應依主辦單位及
贊助單位之規定（包括但不限於領獎期限、領獎須攜帶之證件等），於贊助
單位通知其應辦理納稅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第 6.1 條稅捐之繳納，且應依贊
助單位指定方式通知贊助單位已完成繳稅。若中獎者逾期未完成稅捐之繳納
並通知贊助單位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主辦單位就該中獎資格將不再辦
理抽獎。
7. 領獎作業：
7.1 中獎者完成第 6.1 條之稅捐繳納並通知贊助單位，且經贊助單位確認無誤後，
贊助單位將通知中獎者於期限內辦理領獎事宜。領獎期限及相關規定如下：

簽約及選擇資費方案：中獎者應於贊助單位通知領獎之日起一個月
內選擇並告知贊助單位其擬辦理交車之直營門市，且至其選擇之直
營門市（如附件二，以下同）辦理簽約並選擇資費方案，並繳納第
8.5 條之文件處理及相關費用。若中獎者本人或經其授權之代理人
（若中獎者委請第三人代為領獎者，應簽訂並出具由贊助單位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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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授權書，以下同）逾期未至贊助單位任一直營門市辦理簽約、
選擇資費方案並繳納第 8.5 條之文件處理及相關費用者，視同放棄
中獎資格，且主辦單位就該中獎資格將不再辦理抽獎。
領牌：贊助單位通知中獎者得辦理領牌後，中獎者本人或經其授權
之代理人應攜帶贊助單位指定之中獎者證件正本，至其辦理簽約之
贊助單位直營門市辦理車主登記程序以利後續交車。贊助單位將開
立機會中獎稅之扣繳憑證予中獎者（贊助單位將留存發票）。
交車：贊助單位通知中獎者得辦理交車後，中獎者本人或經其授權
之代理人應攜帶贊助單位指定之證明文件，至中獎者辦理簽約及領
牌之贊助單位直營門市辦理交車相關程序。
若中獎者為無行為能力人（包括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
之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包括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受輔助
宣告之人，其應主動告知贊助單位前開情事，並由其法定代理人或
輔助人攜帶其國民身分證等贊助單位指定證件，與中獎者一同至贊

助單位直營門市辦理前開簽約及選擇資費方式、領牌及交車等程
序。
7.2 若中獎者逾期未領獎，或違反本注意事項任一規定（包括但不限於逾期未至
贊助單位直營門市辦理簽約、未攜帶證件、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未陪同簽約
及選擇資費方案等），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主辦單位就該中獎資格將不再
辦理抽獎。
8. 本活動其他規定：
8.1 中獎者不得要求將本活動獎項贈品之車輛折換現金、兌換其他產品或優惠，
亦不得將受贈資格移轉、轉讓、出售予他人或轉售贈品。
8.2 贈品車輛之顏色、規格、配備均依贊助單位指定，恕不接受中獎者挑色，中
獎者亦不得選擇牌照號碼，一旦安排領牌後恕不辦理退貨。
8.3 依據政府電動車補助相關規定，中獎者無法向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要求申請
政府電動車補助。
8.4 贈品車輛僅限由中獎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若中獎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無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則以其法定代理人、輔助人作為贈品車輛
之受贈人）辦理簽約及選擇資費方案、領牌及交車。
8.5 本活動獎項不包括其他使用獎項所須支出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過戶、領牌、
保險、電池資費等），中獎者於領獎時所需繳付的規費及相關費用，包含但
不限於過戶規費、領牌規費、機車強制責任險、手續費、保險費、電池月租
費、所有稅額及其他相關費用，均由中獎者自行負擔，如中獎者不願繳納或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時，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8.6 主辦單位並非贈品之製造商、進口商、出賣人、服務提供者、代理商或經銷
商，主辦單位與贈品之製造商、進口商、出賣人、服務提供者、代理商或經
銷商間亦無任何代理、合夥、經紀或提供保證之關係。贈品內容與規格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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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準，網頁／門市廣宣上圖片僅供參考，中獎者對贈品之內容／使用方式
有任何問題，請逕洽贈品廠商或贊助單位。所有獎項日後之使用與維修，主
辦單位概不負責，且主辦單位亦不負贈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
8.7 中獎者須同意主辦單位將中獎者個人身份資料及聯絡方式轉交予贊助單位，
由贊助單位聯繫中獎者及完成領獎流程，中獎者若不同意，則視為放棄本中
獎資格。
8.8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腦病毒、程式錯誤、駭客、電話、技術或不可歸
責於主辦單位與贊助單位等之事由，而使系統誤送活動訊息或中獎通知，或
使中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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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造成本活動未如預期之規劃執行，致使侵害或影響其他參加人抽獎權益、
活動公平與正當性等情事，主辦單位將保留取消、終止、或修改及暫停本活
動之權利；並可取消任何影響他人中獎權益之中獎者的中獎資格，且主辦單
位與贊助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中獎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8.9 參與本活動之紀錄均以主辦單位電腦系統紀錄與主辦單位認定為準；主辦單
位有權檢視各交易行為，若涉及不當得利及非法行為者，主辦單位除得公告
排除參與活動及兌領資格，並保留法律追訴權。若發現惡意舞弊或盜用他人
身份資料進行抽、領獎活動等情事，主辦單位與贊助單位保有取消中獎資格
及參與本活動之權利，並對任何破壞本活動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
8.10 參加人參加本活動或中獎者進行領獎相關事宜或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後，
均視為了解並同意遵守本活動抽獎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若中獎者不符合、
不同意或違反本活動規定或抽獎注意事項，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保有取消中
獎資格及參與本活動的權利。
8.11 參加人為參加本活動而使用之照片、文字、分享、肖像權及其他可能涉及之
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作品」）
，均不可撤回地授權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為
永久、無償及不限區域使用，且同意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於各媒體（包括但
不限於平面、電視及社群）為任何使用，包括但不限於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
為設計、製作、剪輯、重製、公開發表年度影片等目的之商業使用，並得自
行或委由第三人就該等作品之全部或一部，為重製、編輯、修改、公開發表、
剪輯、增減、及標示或與他人之作品之全部或一部為組合或結合，不論使用
範圍之多寡及作品之完整與否。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亦無須就前開使用之內
容、態樣及形式，提供參加人進行審閱或同意。
9.

主辦單位與贊助單位保留隨時彈性調整、更改、增刪、暫停、取消與異動本
活動內容及本注意事項之權利，以及審核中獎者是否符合獲贈資格之權利，
本注意事項並於主辦單位網站（https://3000.gov.tw/）公告後實施。本活動之
解釋及適用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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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獎者領獎同意書
中獎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市話）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若中獎者為無行為能力人（包括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之人）、
限制行為能力人（包括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請中獎者
之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填寫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市話）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說明事項：
1. 中獎人應於主辦單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以郵戳為憑）填妥本同意書並簽
章，且自費將本同意書掛號郵寄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振興三倍券活動小組
（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3 樓）
。中獎人逾期未寄回者，視
同於上述期限屆滿日起自動放棄中獎權益及資格，不得異議。
2. 有關本同意書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方式，請詳閱〈本活動注意事
項〉第 3 點「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3. 中獎人簽署並寄回本同意書，不表示其已完成所有領獎程序。中獎人尚需
依本活動〈注意事項〉，完成後續其他領獎作業程序。
4. 其他中獎人應注意事項，請詳閱本活動〈注意事項〉。
※本人簽章代表已詳細閱讀以上說明及本活動〈注意事項〉，並擔保所提供之
資料並無不實情事，亦無侵害他人權益或偽造，變造他人資料，若有不實，願
負一切民、刑事責任（未經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簽名，將不予處理領獎事宜）。

中獎人簽章：＿＿＿＿＿＿＿

日期：＿＿＿＿＿

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簽章：＿＿＿＿＿＿＿

日期：＿＿＿＿＿

附件二：贊助單位直營門市清單（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
直營門市店名

地址

聯絡電話

光華八德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 27 號

0938-971-855

松山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650 號

0981-186-111

士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65 號

0938-975-553

圓山承德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37 號

0981-066-333

師大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0938-975-660

萬華中華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100 號

0981-057-222

松山 CityLink 店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六段 131 號

0981-885-000

內湖 CityLink 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188 號 1 樓

0981-111-665

板橋館前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 26 號

0938-979-050

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 236、238 號

0938-979-190

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 24 號

0938-983-770

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 178 號

0938-982-008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728 號

0938-983-355

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50 號

0938-970-001

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 321 號

0938-915-880

中壢復興店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 71 號

0938-905-660

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312 號

0981-158-668

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 163 號

0981-007-866

南崁中正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 217 號

0981-066-656

台中三民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46 號

0938-935-560

大里東榮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 132 號

0938-939-060

豐原中正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38 號

0981-165-556

台中中港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771 號

0981-138-222

台南公園店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36 號

0981-115-000

永康中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40 號

0981-163-668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 287 號

0981-058-333

左營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664 號

0981-166-000

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 號

0981-079-333

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164 號

0981-13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