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MSUNG 星摺學感謝祭 活動辦法 

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內至全台指定活動場次 

購買指定機型，即有機會獲得三重好禮： 

 第一重 購機買就送 

 第二重 加碼試手氣 

 第三重 月月抽電視 

 

活動方式 

第一重 購機買就送 

於指定活動場次時間內購買指定機型，於活動現場憑購買憑證，填妥購機禮簽收單，即可獲得以下好禮： 

指定機型 活動內容 

Galaxy Z Fold3 | Flip3 5G 送 NEOFLAM FIKA 系列 26cm 鑄造不沾炒鍋(建議售價 $3,880) 

Galaxy Z Flip3 5G 送三星原廠行動電源(EB-PN920，建議售價 $790) 

Galaxy A52s | A32 送 ITFIT 藍牙美拍棒(建議售價 $990) 

 本活動贈品以實物為主，恕不挑款挑色，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贈品不提供保固及維修服務。 

 

第二重 加碼試手氣 

於指定活動場次時間內，凡購買指定機型，最多享有 2 次擲彈珠機會： 

指定機型 活動內容 

Galaxy Z Fold3 | Flip3 5G 每一產品可獲得 2 次擲彈珠機會 

Galaxy S21 5G｜Note20 5G｜Tab S7｜Watch4｜Buds2 系列 每一產品可獲得 1 次擲彈珠機會 

三星家電（限指定神腦門市所販售之三星家電產品） 每一產品可獲得 1 次擲彈珠機會 

 贈獎內容： 

 彈珠落入黃色區域，即可獲得乙份：不費力摺疊旅行袋(建議售價 $390) 或 秒開帳篷(建議售價 

$390) 

 彈珠落入綠色區域，即可獲得乙份：電動研磨咖啡杯(建議售價 $990) 

 彈珠落入紫色區域，即可獲得乙份：JBL 藍牙喇叭(建議售價 $2,400) 或 ASOBU 冷萃咖啡壺(建議

售價 $2,480) 

 本活動贈品依各門市實際庫存為主，恕不挑款挑色，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贈品不提供保固及維修

服務。 

 

https://ses-exclusive-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roadshow/


第三重 月月抽電視 

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於指定活動場次時間內，購買指定系列產品(Galaxy Z Fold3 | 

Flip3 | S21 | Note20 5G 系列手機、及指定神腦門市所販售之三星家電產品)，即可獲得「SAMSUNG 星摺學

感謝祭」抽獎券乙張，須完整填寫抽獎券內指定欄位並投入門市抽獎箱，即可參加「月月抽電視」活動，有

機會抽中台灣三星提供之多項大獎。每購機乙台即可獲得 1 次抽獎機會，購機兩台可累積 2 次，依此類推；

當月未中獎者，可保留抽獎資格累計至下月抽獎，交易越多、越早、中獎機會越高。 

 日期：2021/11/5 (五)-2021/12/31(五) 

 地點：全台指定活動場次 

 時間：各場次依上述活動網頁所公布之活動時間為主 

 抽獎獎項： 

每月抽獎品項 數量 

Galaxy Watch4 Classic 42mm(SM-R890NZKABRI，建議售價 $11,900) 10 支 

2021 55 型 Neo QLED 4K 量子電視 QN85A (QA55QN85AAWXZW，建議售價 $59,900) 1 台 

 得獎公布： 

抽獎區間 抽獎日期 公布日期 中獎者資格保留截止日 

2021/11/5-11/30 2021/12/10 2021/12/17 2021/12/25 

2021/11/5-12/31 2022/01/10 2022/01/17 2022/01/25 

1. 本活動於 2021/12/10 及 2022/01/10 抽獎日進行抽獎並錄影存證，得獎名單於 2021/12/17 及

2022/01/17 公布於本活動辦法中。 

2. 活動得獎者，將由活動小組專人通知領獎事宜，並寄發「機會中獎確認書」，如遇國定假日或天災

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有權變更抽獎日期及公告日期。 

3. 活動小組將於中獎者資格保留時間截止日前與得獎者做三次通知連繫，若於期間內未聯繫上得獎

者，該得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4. 得獎者應於中獎者資格保留時間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填妥機會中獎

確認書，連同繳交中獎稅額匯款證明，以郵局掛號寄至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05 號 10 樓

1010 室「SAMSUNG 星摺學感謝祭活動小組」收，逾期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5. 經確認中獎人資格無誤後，將於 15 個工作天內開始配送贈品至指定地點，不包含安裝服務；若得

獎者回寄之資料內容不清楚、不確實，或未於中獎者資格保留時間截止日前將資料寄至指定地點，

視同得獎人放棄得獎資格。 

6. 第一次抽獎未領取之獎項，將於 2022/01/10 再次抽出；第二次抽獎未領取獎項，將不再遞補名

單，本活動配送區域限台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 

 

中獎公告(2021/12/16 更新) 

Samsung Galaxy watch4 classic 得獎者 

編號 姓名 電話 抽獎券編號 通路   

1 賴○玲 0921-701-○○○ S01432 中華電信 南台中服務中心 

2 林○絹 0932-625-○○○ S01431 中華電信 南台中服務中心 

3 溫○如 0910-250-○○○ S01551 三星智慧館 屏東自由 

4 吳○芬 0952-950-○○○ S01443 三星智慧館 台中逢甲 

5 朱○瑩 0911-456-○○○ S01541 三星智慧館 高雄義享 

https://ses-exclusive-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roadshow/


6 林○蒼 0939-016-○○○ S00317 三星智慧館 台北三創 

7 黃○儀 0910-574-○○○ S01020 神腦 太平精武東 

8 沈○茹 0918-160-○○○ S00483 三星智慧館 羅東興東 

9 陳○蓁 0912-298-○○○ S00484 三星智慧館 羅東興東 

10 李○芳 0932-768-○○○ S01572 三星智慧館 高雄瑞豐 

            

Neo QLED QN85A 電視得獎者 

編號 姓名 電話 抽獎券編號 通路   

1 陳○仁 0912-910-○○○ S01105 神腦 台中黎明二 

 

中獎公告(2022/1/18 更新) 

Samsung Watch4 Classic 得獎者 

編號 姓名 電話 抽獎券編號 通路   

1 陳○豪 0975-170-○○○ S01519 三星體驗館 高雄瑞豐 

2 王○弘 0973-105-○○○ S00160 三星旗艦體驗館 微風南山 

3 張○傑 0909-261-○○○ S01511 三星智慧館 台南安平 

4 張○庭 0988-733-○○○ S01512 三星智慧館 台南安平 

5 陳○如 0986-218-○○○ S01559 三星智慧館 高雄夢時代 

6 鄭○美 0989-179-○○○ S00117 三星體驗館 蘆竹台茂 

7 林○怡 0903-981-○○○ S00115 三星體驗館 蘆竹台茂 

8 陳○葦 0911-762-○○○ S01002 中華電信 彰化服務中心 

9 鍾○萬 0939-601-○○○ S00061 中華電信 三創服務中心 

10 蔣○鎗 0937-793-○○○ S01430 中華電信 南台中服務中心 

            

Neo_QLED_QN85A 電視得獎者 

編號 姓名 電話 抽獎券編號 通路   

1 郭○明 0933-997-○○○ S00056 三星全品專區 花蓮中華 

      

Crystal_4K_UHD_AU9000 電視得獎者 

編號 姓名 電話 抽獎券編號 通路   

1 王○蓉 0932-303-○○○ S00112 中華電信 台北東區服務中心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由台灣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灣三星」）主辦。 

2. 全台指定活動場次及活動時間 

3. 參加活動者，請妥善保管優惠券存根聯正本及當筆消費發票正本，作為日後領獎時查驗之用，遺失

恕無法領獎，視同放棄中獎權益。 

4. 抽獎券應確實填寫個人資料，本活動將依照個人所填資料進行相關訊息通知，若參加者未確實填寫

致無法收到相關訊息，台灣三星不負任何責任。每張抽獎券僅有一次中獎機會。 

5. 得獎者若未滿 20 歲，需經家長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才可領獎，且依法規定需提出戶口名簿備查。 

6. 得獎者所提供之所有資料必需正確且屬實，若有疑慮時，台灣三星有權利要求得獎者本人提供相關

https://ses-exclusive-promotion.twsamsungcampaign.com/roadshow/


憑證，否則台灣三星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 

7.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超過新台幣 1,000 元，將申報所得，得獎者需附身分證影本 (外籍人士

需繳交台灣居留證影本)。獎品價值如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得獎者依法應先繳交 10%之機會中

獎稅額（外籍人士為 20%），並將「機會中獎確認書」及「中獎稅額匯款證明」以掛號郵寄方式

寄回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05 號 10 樓 1010 室「SAMSUNG 星摺學感謝祭活動小組」，才

算完成兌獎程序，若得獎者不願意給付稅金或提供相關憑證，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8. 本活動獎項其產品規格及顏色依銷售通路公告內容與以實物為主；贈品恕不挑款挑色，數量有限，

送完為止；不得兌換現金或作為商品折扣與轉換其他獎品，亦不得轉讓獎品給他人。台灣三星保留

更換贈品之權利。 

9. 贈品不提供保固及維修服務；得獎者應於收到贈品後儘速檢查，如發現有異常情形應於收到贈品後

7 日內聯繫活動小組：0989-775345，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10:00-17:00。經判定為非人為因素

之損毀、刮傷或商品功能不良，得請求換貨；逾 7 日未反映異常情形者，視為得獎者已檢查並確認

無異常。 

10. 如欲進行商品退貨，應保持原包裝完整性，將商品與贈品一併退回。 

11. 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已閱讀、瞭解並願意確實遵守本活動辦法與規定；若有違反規定者，台灣三星

得取消其領獎資格。 

12. 台灣三星員工、代理商、經銷商、配合廠商均不適用本活動。 

13. 如有未盡事宜，台灣三星有最終解釋權，並保留隨時修改或終止活動內容之權利。 

 

 

 

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 

台灣三星電子 (股) 向您蒐集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係作為(1)身份確認與活動聯繫(2)將來行銷資訊分享(3)內部數據分

析使用(4)將個人資料提供保險公司作為辦理保險之用。台灣三星將於蒐集後自行或委託第三人於上述蒐集目的範圍內處

理或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您可依法向台灣三星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取消您所提

供的個人資料。您也可以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但您的參加或得獎資格可能因程序未完備而喪失。 

了解三星電子隱私權政策 

https://www.samsung.com/tw/info/priv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