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獎    通    知    函 

親愛的聯華食品愛用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參加由聯華食品舉辦的「可樂果歡慶 50 週年 50 萬現金豪禮雙重享」抽獎

活動，在此恭喜您成為「第一重好禮 – 萬元幸運金週週抽」幸運的中獎者，抽中「頭獎-

現金新台幣 10,000元整」！ 

 

得獎者請於中獎收據提供姓名、聯絡電話、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存摺影本等資訊。 

得獎者請於下載領獎通知函後，於 2021 年 6月 25日前(以郵戳為憑)寄回，活動小組會統一

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將獎項以掛號或宅配方式寄送給中獎者。(此活動由聯華食品委託香

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為處理獎項事宜) 

 

※領獎方式： 

  中獎者請下載中獎通知函後，填妥姓名、聯絡電話、收件地址、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資訊

表格。並於 2021 年 6月 25日前 (以郵戳為憑)，以掛號方式寄至「105 台北市南港區市民

大道七段八號『可樂果 歡慶 50 週年 50萬現金豪禮雙重享』活動小組-王小姐」收 (活動

獎項由聯華食品委託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代為處理獎項及獎項稅額事

宜)，未在時間內回覆資料者，將視同放棄且喪失中獎資格，主辦單位將不再進行通知。掛

號郵寄：為加速作業處理，請您於信封外註明是”得獎回函”。《若超過中獎資料收件截止

時間我們將會取消您的中獎資格，若有疑慮主辦單位有權要求中獎者重新提供所需資料。》 

 

    如對兌獎流程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 09:00~18:00(不含例假日)聯繫聯

華食品客服小組(聯華客服小組專線：0800-311-023)，我們將儘快回覆您！  

 

※兌獎方式： 請務必詳閱以下兌獎方式 

1. 得獎公布：主辦單位將於 3/26、4/2、4/9、4/16、4/23、4/30、5/7、5/14、5/21、5/28

公布得獎名單於活動網站，並於 2021/6/10公布於聯華食品官網【最新消息→得獎名單】

專區，如遇連續假期，其公告時間，將順延至下個工作日。並於得獎全數公佈後一週內

以可樂果 Line官方帳號推播得獎通知，提供領獎通知書，中獎者須完整填寫領獎通知書

所需資料，於 2021 年 6月 25 日(以郵戳為憑)前寄回，未在時間內回覆資料者，將視同

放棄且喪失中獎資格，主辦單位將不再進行通知亦不替補。 

2. 同一中獎者活動小組以三次聯繫為限(包含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若因中獎人資料填寫

錯誤或因個人電話或電腦設備影響，以致活動小組無法於公佈得獎三週內獲得中獎者回

應，將視同放棄且喪失中獎資格，主辦單位將不進行通知亦不替補。 

3. 中獎者寄回領獎通知書後，活動小組會統一於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將獎項以匯款方式寄

出。 



 

※其它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係由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主辦單位」）舉辦。聯華食品員工及活

動承辦相關單位不具本活動參與資格。 

2. 獎金將以匯款方式提供，故請一併提供存摺影本於中獎回函內；依稅法規定，中獎金額

價值累計 NT$1,000(含以上者，需提供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以利申報中獎扣繳憑單。若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同一課稅年度未於境內住滿 183天以上之外國人、華僑及

大陸人士)：無論金額多寡扣繳百分之二十〕。執行單位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於發放得獎人獎金時，得先為預扣稅金，或得先要求得獎人先向執行單位

繳納前述稅捐後，方具備領獎資格。於本活動結束 2個月後(2021/8月)由活動執行單

位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辦理相關扣繳申報。 

3. 除普獎中獎人外，中獎人如為未成年者，應由法定代理人協同辦理領獎及一切相關手續。 

4. 參加活動者必須遵守活動規範及其他有關之規定，如有違反即自動喪失參加資格，如為

得獎者則取消得獎資格。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

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

因此致活動小組無法通知其得獎訊息時，活動小組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活動

小組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付一切相關責任。 

5.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它不可歸責於活動小組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

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活動小組不負任何法

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6. 本活動辦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活動小組保留更

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 

7.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拒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活動小組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

活動與延遲中獎公告。 

8.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活動參與者於身份獲確認後，得向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客服部提出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補充 ／

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份或全部。（註：參加人

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時，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9. 參與者填寫本活動參與所需個人資料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收執時，均視為已同意提供予聯華食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及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

範圍內處理及利用；此外，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若參加者不填

寫相關欄位時，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認定未填寫相關欄位之參與者不具有參加

本活動的資格。  

10. 活動參與者同意將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之個人資料，無償並無條件提供給聯華食品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活動參與者業務範圍內合理處理及利用。  

11. 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

及業己建構之完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12. 本活動客服專線 0800-311-023，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 09:00~18:00來電洽詢。 

 



 

再次恭喜您中獎，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可樂果 歡慶 50周年 50萬現金豪禮雙重享】 

中獎收據  

兌獎者 

姓  名 

(本人親簽) 

 
兌獎人 

身分證字號 
 

日間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中獎 

發票號碼 
 

電子郵件 

信箱 
 

中獎獎項 現金NT 10,000元整 

身份證 

正反面 

影本黏貼處 

 〈請浮貼〉正面) 

(請於影本上填寫 

「僅供聯華食品活動領獎使用」) 

〈請浮貼〉反面) 

(請於影本上填寫 

「僅供聯華食品活動領獎使用」) 

存摺影本 

黏貼處  

〈請浮貼〉有帳號及姓名的那一面 

(請於影本上填寫 

「僅供聯華食品活動領獎使用」) 

注意事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 1,000 元者，主辦單位須依法開立個人綜

合所得稅憑證。得獎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元者，依稅法須先繳納 10%稅金。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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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活動辦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活動小組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
	7.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拒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活動小組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與延遲中獎公告。
	8.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活動參與者於身份獲確認後，得向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客服部提出申請，以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或補充 ／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內容之一部份或全部。（註：參加人申請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時，將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9. 參與者填寫本活動參與所需個人資料後，以任何方式遞送至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新極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收執時，均視為已同意提供予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香港商台灣偉門智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新極現廣告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活動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處理及利用；此外，參與者可決定是否填寫相關之個人資料欄位，若參加者不填寫相關欄位時，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得認定未填寫相關欄位之參與者不具有參加本活動的資格。 
	10. 活動參與者同意將本活動辦法內所列事項之個人資料，無償並無條件提供給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本活動參與者業務範圍內合理處理及利用。 
	11. 保護本活動參與者資料之安全措施：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及業己建構之完善措施，保障本活動參與者個人資料之安全。
	12. 本活動客服專線0800-311-023，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09:00~18:00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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