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星 x 台北最 High 新年城 翻玩星年祭活動辦法 

  三星翻玩星年祭於 12 月正式展開，攜手台北市政府跨年合作，打造兩大星地標串聯信義區，開啟一連串的不間斷

活動，由 Galaxy Z 旗艦摺疊帶你趣味翻玩各視角。 

位於三星旗艦體驗館微風南山外的「SAMSUNG 紫幻聖誕樹」率先登場，2022/12/3(六) - 2023/1/1(日)現場完成拍照

打卡體驗，即可獲得皮革束口袋乙個；捷運市政府 3 號出口外、位於興雅路上的「Galaxy 星地標」，凡 12/14(三) -

1/1(日)現場體驗 Galaxy Z Flip4 旗艦摺疊拍照打卡，即可獲得環保餐具組乙份。  

 

  12/24(六)平安夜當天由原子少年「FEniX」帶領大家一起「迎星揪派對」，現場參與派對遊行者，更有機會抽中

Galaxy Buds2 Pro 乙組，建議售價 NT$7,490。此外，FEniX 寵粉計畫大公開，凡 12/17(六) - 12/24(六) 18:30 前到三

星旗艦體驗館微風南山，消費不限金額，憑發票即有機會抽中 FEniX 聖誕寵粉禮 ITFIT 二合一手持吸塵器，建議售價

NT$880，想跟 FEniX 近距離互動的粉絲們，千萬別錯過囉！ 

 

  三星智慧館獨家年末加碼贈，12/1(四)-12/31(六)期間消費單筆滿萬元即贈 ITFIT 手機背袋套組，建議售價

NT$890，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快加入三星官方 LINE 帳號「@samsungtaiwan」，獲得第一手資訊吧！ 

 

 

 活動總覽： 

 

 

 體驗活動： 

 SAMSUNG 紫幻聖誕樹限定體驗禮： 

「皮革束口袋」 乙個 

 SAMSUNG 紫幻聖誕樹限定體驗禮活動辦法： 

1. 步驟一：於紫幻聖誕樹最佳拍照點合影。 

2. 步驟二：於三星旗鑑體驗館 微風南山臉書粉絲專頁指定貼文留言 @兩位好友 並寫下#跟我一起來找紫

幻聖誕樹吧！#SAMSUNG#翻玩星年祭#三星微風南山 

3. 步驟三：至三星旗鑑體驗館 微風南山向門市人員出示留言畫面。 

4. 由門市人員協助操作，即可獲得限量皮革束口袋電子兌換券乙張，並進行兌換。 

5. 每人限兌換乙個，兌換期限至 2023/1/1(日)晚間 23:59 止，逾時將取消領取資格。 

6. 門市營業時間以門市公告為主。 

7.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恕不挑款挑色。 

 

 

翻玩星年祭 

活動 SAMSUNG 紫幻聖誕樹 Galaxy 星地標 迎星揪派對 

日期 2022/12/3(六) - 2023/1/1(日) 
2022/12/14(三) - 2023/1/1(日) 

12:00 – 21:00 
2022/12/24(六) 17:30-19:00 

地點 
三星旗鑑體驗館 微風南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7 號) 

興雅路 

(微風信義旁) 

興雅路(微風信義旁) 

→ 三星旗鑑體驗館 微風南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7 號) 



 Galaxy 星地標限定體驗禮： 

「環保餐具組」乙組 

 Galaxy 星地標限定體驗禮活動辦法： 

1. 步驟一：加入三星官方 LINE 帳號。 

2. 步驟二：現場使用 Galaxy Z Flip4 於拍照區體驗多角度自拍，透過「快速分享」將成品傳送至自己手

機。 

3. 步驟三：透過「快速分享」獲得的照片上傳至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並寫下「@samsungtaiwan #翻玩

星年祭 #GalaxyZFlip4」，完成後出示打卡畫面給現場工作人員確認。 

4. 由工作人員協助操作，即可獲得限量環保餐具組電子兌換券乙張。 

5. 憑環保餐具組電子兌換券至指定門市出示給門市人員，即可兌換環保餐具組乙組。 

6. 每人限兌換乙個，兌換期限至 2023/1/1(日)晚間 23:59 止，逾時將取消領取資格。 

7. 各門市營業時間以門市公告為主。 

8. 贈品兌換地點： 

No. 門市 地址 

1 三星旗艦體驗館 微風南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7 號 1 樓 

2 三星智慧館 新光 A8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2 號 3 樓 

3 電信商門市 中華電信 台北東區服務中心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30 號 

4 電信商門市 遠傳 信義忠孝直營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530 號 

5 電信商門市 台灣大哥大 台北威秀直營服務中心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20 號 

9. 各門市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恕不挑款挑色。 

 

 迎星揪派對抽獎活動 

 抽獎活動一：獎項 Galaxy Buds2 Pro，市價 NT$7,490，限量 1 組 

 抽獎活動一活動辦法： 

1. 於 2022/12/24(六)17:30-19:30 參加迎星揪派對活動，即可獲得抽獎券乙張，抽獎券數量有限，贈完為

止。 

2. 一同參加派對遊行至「SAMSUNG 紫幻聖誕樹」後，將抽獎聯投入現場抽獎箱，並留存存根聯。 

3. 活動當日結束前，於「SAMSUNG 紫幻聖誕樹」前抽出得獎者並錄影存證，抽獎結果將於現場唱名。得

獎者須於唱名時在現場，否則視為放棄得獎資格。 

4. 參加活動者，請妥善保管存根聯正本，領獎時請持本人身分證件、存根聯正本作為查驗使用，遺失恕無

法領獎，視同放棄中獎權益，若存根聯遭受破壞以至無法領獎時，台灣三星不負賠償責任。 

5. 獎品兌換期限至 2022/12/24(六) 21:00 止，逾時視為放棄領取資格。 

6. 抽獎贈品以現場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恕不挑款挑色，詳情請洽工作人員。 

 抽獎活動二 原子少年火星 FEniX 加碼互動禮： 

由 FEniX 親自贈送加碼聖誕禮：ITFIT 2in1 二合一手持吸塵器，市價 NT$880，限量 5 組。 

 抽獎活動二 活動辦法： 

1. 活動期間 2022/12/17(六) 11:00 - 2022/12/24(六) 18:30 前於三星旗艦體驗館 微風南山消費，憑發票

即可獲得抽獎券乙張，抽獎券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2. 獎項於迎星揪派對活動 2022/12/24(六) 19:00 於「SAMSUNG 紫幻聖誕樹」前抽出得獎者並錄影存證，

抽獎結果將於現場唱名。得獎者須於唱名時在現場，否則視為放棄得獎資格。 

3. 本活動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或折扣併用。 



4. 參加活動者，請妥善保管存根聯正本，領獎時請持本人身分證件、存根聯正本、當筆消費發票作為查驗

之用，遺失恕無法領獎，視同放棄中獎權益，若存根聯遭受破壞以至無法領獎時，台灣三星不負賠償責

任。 

5. 獎品兌換須於當下完成，逾時視為放棄領取資格。 

6. 抽獎贈品以現場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恕不挑款挑色，詳情請洽工作人員。 

7. 如有進行商品退貨情形，其商品與獎品需維持原包裝完整性一併退回。 

 年末加碼星好禮 

 加碼禮： ITFIT 手機背帶套組 乙組，建議售價 NT$890。 

 加碼禮活動辦法： 

1. 2022/12/1(四)至 2022/12/31(六)於全台三星智慧館單筆消費滿 NT$10,000，憑發票即可獲得 ITFIT 手

機背帶套組乙組，建議售價 NT$890。 

2. 贈品以實物為主，圖片僅供參考，數量有限，贈完為止，恕不挑款挑色，詳情請洽工作人員。 

3. 如有商品退貨情形，其商品與贈品須維持原包裝完整性一併退回。 

 

注意事項 

1. 本次活動體驗禮、抽獎禮、加碼禮恕不提供保固及維修服務，消費者如發現上述商品異常情形，應於收到商品當

日起七日內，至原兌換門市聯繫換貨相關事宜；逾七日未反映異常情形者，視為已檢查並確認無異常情形。經判

定為非人為因素之損毀、商品功能不良，得請求換貨。外觀瑕疵不在換貨範圍內。 

2. 參加活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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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三星得取消其資格。 

3. 台灣三星員工、代理商、經銷商、配合廠商不得參加開幕慶活動。 

4. 上述各活動方式詳洽門市人員或台灣三星官方網站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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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三星向您蒐集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係作為本次活動聯繫以及將來三星電子產品行銷資訊分享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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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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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