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機會命運券 3.0」活動中獎通知書 

 

 

敬啟者您好： 

恭喜您參加「2021 年機會命運券 3.0」獲得活動獎品，請自行列印本中獎通知書，填寫中獎者資料並附上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無身分證者，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中獎之機會命運券正本、機會中獎稅匯款單影本(中獎價

值超過 20,000 元者需提供)，以掛號方式於 2021 年 6 月 8 日前(含 6 月 8 日，以郵戳為憑)回函至：114 台北

市內湖區瑞光路 502 號 3 樓並註明 機會命運券活動小組收(未如期回覆，或未依規定填寫、或未匯款，均視

同放棄中獎資格)。 

 

依所得法規規定，凡中獎獎品價值新台幣$20,000 元(含)以上者，須繳納 10%稅金(稅額以獎品未稅進價計算)，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代收中獎稅金，請中獎人於 2021 年 6 月 8 日前將應繳稅額匯至下列帳號，若中

獎人未能如期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放棄得獎資格。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敬上 

消費者服務專線：0800-022-118 

客服信箱：0800022118@ms1.hilife.com.tw 

活動詳情請洽：www.hilife.com.tw/ 

 

 

請您於填寫下列資料前，先詳閱本告知事項並簽名同意： 

1. 本公司基於中獎通知、中獎身份確認、獎品寄送與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所得稅扣繳事宜之特定目的蒐

集您的個人資料，所需個人資料蒐集類別包括中獎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電話號碼、連絡地址、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下簡稱領獎資料)。本公司對於您的領獎資料僅於因本次特定目的所生之各業務

事項運作期間及範圍內，於中華民國境內以書面、電子、電話、網際網路或其他合理方式利用。 

2. 因本服務可能須由宅配、貨運業者為貨品(含贈品等)之運送(含配送或取回等)，您同意並授權本公司得為

完成該次貨品(含贈品等)配送或取回之需求及目的，將您所提供且為配送所必要之個人資料(例如收件人

姓名、地址、聯絡電話等)，提供予宅配或貨運業者。 

3. 因地址或個人相關資料不完整，導致獎品無法運送或無法聯絡中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若資料有不

實、不完整及不正確，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得獎資格的權利， 對於任何不實或不正確之資料亦不負任何法

律責任，若對於上述個人資料有查詢、請求閱覽、補充或更正、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或利用及請求刪除之要求，請與本公司聯繫。 

4.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故得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

據方可領獎。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權。 

5. 依據所得稅法第 88 條及各類所得扣繳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金額達新台幣 20,000 元以上者，本公

司將依法代扣 10 %稅款（外籍人士或不具中華民國身分者，機會中獎所得稅為 20%）。如扣繳稅額未超

過新台幣 2,000 元者，得免予扣繳。凡中獎贈品價值達新臺幣 1,001 元以上者，本公司將依法規定於次

年度寄發扣繳憑單，提供兌獎人所得申報。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告知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茲收到萊爾富「2021 年機會命運券 3.0」得獎贈品如下：(請依中獎券上獎項勾選)： 

 

 100 元機會券獎項 

 品名 市價 中獎稅額 

□  iPhone12 Pro 128G 33,900 3,035 

□  五星澎湖三天兩夜旅遊行程(可樂旅遊) 15,000 無 

□  iPad 8 128G WIFI 連線 13,500 無 

□  Air Pods 2 5,290 無 

 

 300 元命運券獎項 

 
獎項 市價 中獎稅額 

□  Macbook Pro 16 吋 512GB 77,900 6,900 

□  MacBook Pro 13 吋 256GB 39,900 3,534 

□  Apple watch Series 6 12,900 無 

□  五星澎湖三天兩夜旅遊行程(可樂旅遊) 15,000 無 

□  iPad 8 128G WIFI 連線 13,500 無 

□  SWITCH 主機+健身環組 12,330 無 

□  Roborock 石頭掃地機器人 E4 13,800 無 

□  ViewSonic24 型 VA 護眼螢幕 3,288 無 

□  聲寶 14 吋機械式立扇 1,590 無 

□  ikiiki 伊崎無線除濕機 2,280 無 

□  Panasonic 奈米水離子吹風機 2,190 無 

 

註：五星澎湖三天兩夜旅遊行程(可樂旅遊)將提供中獎者兌換憑證，請中獎者自行洽可樂旅遊訂購。 

-------------------------------------------------------------------------------------------------------------- 

匯款指定銀行：陽信商業銀行 溪洲分行 (金融機構代號 1080272) 

帳號：86887230005039 

戶名：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請勿使用 ATM 轉帳，以免無法辨識匯款人姓名) 
 

中獎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限中獎者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或其監護人領獎及簽章) 
 

身分證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獎贈品郵寄地址)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及手機)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 

 

 

 

 

 

 

(請維持身分證影本之清晰度，若未滿 20 歲請附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證影本。) 

 

 

 

 

 

 

 

 

 

 

 

 

 

 

 

 

 

 

機會中獎稅匯款單影本浮貼處 

 

 

 

 

 

 

中獎獎品價值未超過新台幣$20,000 元(含)以上者，無須附中獎稅匯款單影本 

 

中華民國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___日 

中獎劵正本浮貼處 



   

 

請於 2021 年 6 月 8 日前(含 6 月 8 日，以郵戳為憑)將以下文件備妥後，以掛號方式郵寄至 114 台北市內湖

區瑞光路 502 號 3F 並註明 機會命運券活動小組收。謝謝！ 

1. 中獎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滿 20 歲者，須連同附上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證影本)  

2. 中獎之機會命運券正本 

3. 機會中獎稅匯款單影本(中獎獎品價值超過 20,000 元者需提供) 

4. 本中獎通知書(請列印並填寫完畢) 

 

中獎注意事項： 

1. 中獎者需至本公司活動網頁下載並填寫中獎回函，於 2021/06/08 前(含 6 月 8 日，以郵戳為憑)將塡妥之

機會中獎回函與中獎券以掛號方式寄回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02 號 3 樓 

機會命運券活動小組收，逾期視同放棄中獎權利。中獎者需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作內部審核及處理作業之

用途，相關細節請詳閱活動官網，不同意者視同放棄參與本活動的權利。 

2.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供之資料均為真實正確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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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取消資格。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若因填寫錯誤導致無法聯繫中獎者或獎項無法寄出，視同放棄中獎權利，主辦單位恕不負責。 

3. 中獎者提交之資訊，包括姓名、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地址，及可能提交的其他個人資訊(以下稱「個人

資訊」)，除同意主辦單位得作為本活動使用外，並同意主辦單位得將個人資料提供予其委託處理個人資

料或進行行銷活動之廠商處理、利用。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中獎者得就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保有

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請與本公司客服信箱 0800022118@ms1.hilife.com.tw 聯繫： 

(1.)得請求查詢、閱覽或製給複製本。                 (2.)得請求補充或更正。 

(3.)得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主辦單位因執行本活動所必要者，則不在此限。 

4. 中獎者不得將該權利轉讓於他人，亦不得要求折換現金或其他非主辦單位提供之商品。 

5. 中獎者需當場檢視獎品，主辦單位對獎項或獎品不負維修保固之責。獎項一旦寄出後，若有遺失、冒領

或因資料填寫不清、有誤等情形致無法送達，主辦單位恕不負責補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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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

法訴究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 

7. 中獎者若未滿 20 歲，須獲得法定監護人同意。依中華民國所得法規規定，舉凡中獎金額或獎項年度累計

價值超過 1,000 元以上，將列入本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於次年度開立扣繳憑單寄送

予中獎者，中獎者於兌獎時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另中獎獎品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含)以上者，

應自行負擔機會中獎所得稅，依法須預先扣繳 10%稅金；外籍人士或不具中華民國身分者，機會中獎所

得稅為 20%(稅額以獎品稅進價計算)，萊爾富依法代收中獎稅金；故中獎者需將兌獎資料連同機會中獎

稅匯款單影本一併繳回，方可進行兌獎，未能如期依法繳納應繳稅額者，視同自願放棄中獎權利。 

8. 主辦單位收到所有獎項中獎資料後將進行資格驗證，確認無誤後，將於 2021/07/09 前寄送獎品，寄送

地區僅限台灣地區(含澎湖、金門及馬祖等離島地區)。獎項寄送地址以回函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為準，資格

不符、逾期、或因資料不齊全或不正確者，以致無法寄送獎項，視為自動放棄，主辦單位恕不另行通知。 

9. 本活動之相關規定及詳細辦法請洽萊爾富官網：www.hilife.com.tw，如有未盡事宜，萊爾富擁有保留、

修改、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活動官網公佈，僅於合理時間內盡速公布相關訊息於

本活動網站，活動參加者需接受上列之規定，方可參加此活動，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

解釋，並得隨時補充公告於活動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10. 獎項詳細內容與規格以實物為準，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品內容變更，主辦單位有權變

更贈品獎項，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得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且主辦與活動單位不負贈品

獎項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