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獎 通 知 書 

親愛的卡友 您好： 

 

    恭喜您成為國泰世華銀行舉辦之【百萬卡友感謝季-全台 BMW消費滿額抽獎】活動的中獎

人，獎項為「勤美學豪華露營活動」乙組(雙人參與)。 

 

    您於活動期間刷本行 CUBE 信用卡消費，符合本活動抽獎資格，經本行於 111 年 4 月 25

日由電腦隨機選取，幸運抽中活動大獎，再次感謝您對本行的支持。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20,000元(含)以上，須負擔10%機會中獎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

人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20%機會中獎稅。中獎人(納稅義務人)於本行(扣繳義務人)

之全年中獎總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元(含)以上，本行將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開立扣繳憑單。

提醒您，您本次所獲得之獎項價值新臺幣11,000元整，必須計入您年度所得稅計算，可能造

成所得稅之稅率增加。 

 

若您同意領獎，請您於111年5月4日前填妥『附件一、中獎確認單』、『附件二、報名表』

附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與附件三『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以限

時掛號寄至110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七號17樓 國泰世華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部 林小姐收

(請於信封上註明「CUBExBMW滿額抽獎活動」字樣)，逾期未回覆視同棄權。 

「勤美學豪華露營活動」名額亦可提供給親友報名，惟『中獎確認單』需填寫得獎人本

人資料。 

關於中獎資訊可洽本行客服專線(02)2383-1000。 

 

敬祝您 

          心想事成   消費愉快!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用卡暨支付金融部  敬上 

111年 4月 25日 

 

 

 

 

  



附件一、中 獎 確 認 單 

     

    茲收到  貴行於 111年 1月舉辦【百萬卡友感謝季-全台 BMW消費滿額抽獎】抽獎活動之

中獎通知，本獎項為「勤美學豪華露營活動」乙組(雙人參與)。 

本人同意領取本獎項，並同意遵守下述各點，將連同本「中獎確認單」正本、「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各乙份，以限時掛號於 111年 5月 4日前寄送  貴行（以郵戳為憑），逾期回覆則

視為本人同意放棄本獎項之領取資格： 

（1）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20,000元(含)以上，須負擔 10%機

會中獎稅；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

國人及外國人)不論中獎人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中

獎人(納稅義務人)於貴行(扣繳義務人)之全年中獎總金額超過新臺幣 1,000 元

(含)以上，貴行將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開立扣繳憑單。 

（2） 本獎項之中獎權利不得折現，否則視為中獎人放棄領獎，另 貴行將於收到中

獎人本人簽署之中獎確認單正本確認同意領獎後，於 111 年 5 月 20 日~111 年

5 月 21 日授權經由台北派兒有限公司進行「勤美學豪華露營活動」執行作業，

同步將由台北派兒有限公司聯繫報名者進行活動相關事宜說明。 

（3） 中獎人於領取本獎項時，須持有  貴行之有效卡，並且前期帳單無逾期未繳款

之紀錄；若有終止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掛失不補發、到期不續卡或遭  貴行

停止使用信用卡/簽帳金融卡權利、延滯繳款或其他違反  貴行信用卡約定條

款/i刷金融卡約定條款等情事之一者，立即喪失本獎項之領取資格。 

（4） 中獎人勾選以電子郵件方式領取扣繳憑單，同意  貴行將該年度扣繳憑單寄至

中獎人留存本中獎確認單之電子郵件信箱，若貴行寄送無法成功，則同意  貴

行郵寄至中獎人於本中獎確認單之戶籍地址。 

※中獎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不同意領獎者，則無須附上身分證影本，僅須簽名寄回即可) 

中獎人之身分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中獎人之身分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請勾選扣繳憑單領取方式：□郵寄 □EMAIL至電子郵件信箱：             @                 
(若無勾選，視同中獎人同意至留存於 貴行之電子郵件信箱領取電子扣繳憑單) 

此 致 

       國泰世華銀行 

                                     中獎人親簽或蓋章：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簽署日期： 



附件二、報名表 

國泰世華 CUBE｜BMW－VIP GLAMPING 卡友回饋活動 

親愛的卡友，您好 

恭喜您！於 國泰世華 CUBE 卡 2022「百萬卡友感謝季」抽獎活動抽中「勤美學豪華露營活動」乙組(雙人參

與)，將安排於勤美學進行兩天一夜的露營派對，活動當天將額外推出快閃抽獎活動，參與活動就有機會抽中 

BMW 價值新台幣 10,000 元原廠驚喜好禮，事不宜遲請回覆相關文件報名，歡迎您參加 CUBE 卡最療癒人心

的露營回饋活動！ 

活動日期｜2022/5/20(五)－5/21(六) 

活動地點｜苗栗勤美學(地址：361 台灣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 1 鄰乳姑山 15-3 號) 

交通方式｜ 

1. 開車前往： 

(中山高) 

南下： 頭份交流道 → 台 1 線 → 台 13 甲 → 平仁路 → 勤美學 

北上： 公館交流道 → 台 6 線 → 台 72 東西向快速道路 → 台 13 甲線 尖苗公路 → 勤美學 

(北二高) 

南下： 竹南交流道 → 台 1 已 → 台 13 甲 → 平仁路 → 勤美學 

北上： 後龍交流道 → 台 6 線 → 台 13 甲 → 尖苗公路 → 勤美學 

2. 大眾交通：搭乘高鐵抵達苗栗高鐵站，搭乘計程車前往香格里拉樂園(車程約 10 分鐘)，車資可於現場實

報實銷(約新台幣 200 元)。 

活動內容｜於指定日期邀請您體驗兩天一夜，一泊二食含兩場手作教室的豪華露營派對！ 

DAY 1｜2022/5/20(五) 

時間 活動內容 

14:00-14:30 集合報到｜開啟旅程 

14:30-16:30 迎賓活動｜花虹草綠午茶時 

16:30-18:00 春日午後｜自由活動 

18:00-19:30 春之饗宴｜草地餐桌 

19:30-20:00 虹色魔幻︱夜遊探險 

20:00-22:00 霓虹歡唱｜SONG LA KTV 

 

DAY 2｜2022/5/21(六) 

時間 活動內容 

07:30-09:00 活力朝食｜客家阿婆的古早味朝食 

09:00-09:30 收拾行囊｜收拾行囊手作趣 

09:30-11:30 春日綠手植 

11:30 之後 期待下次再見！ 

https://g.page/CmpVillage?share


 

 

活動提醒｜ 

 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團體旅遊須完成 COVID-19 疫苗追加劑(第三劑)接種，並於本

活動報到時出示 COVID-19 疫苗 3 劑接種證明(當天請出示小黃卡或健保快易通 APP 接種證明頁面)。(活

動防疫規定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隨時調整，若防疫規定有所調整將於活動前三天以電話、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所有報名者。) 

 活動期間為維護所有參與者之健康安全，除飲食、飲水、盥洗等必要需求外，於帳篷外參與活動時請務

必全程攜帶口罩。 

 場地為勤美學園區進行，園區內場地多以自然草皮、山林小徑、竹子步道為主(多坡道與碎石路段)，建議

穿著平底運動鞋參與活動較為舒適。 

 場地備有淋浴設備與盥洗組合(包含浴巾、沐浴乳、洗髮精)，為維護地球環保 牙刷、拖鞋等個人用品請

自行攜帶。 

 活動晚間為維護參與者安寧與權益，煩請 22:00 後放低說話聲量以免打擾周遭帳篷住戶。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由國泰世華銀行舉辦，授權經由台北派兒有限公司進行執行作業，同步將由台北派兒有限公司聯

繫報名者進行活動相關事宜說明。 

2. 本活動建議為年齡 3-70 歲且行動便利者參與與活動，若不在此範圍內之參與者，煩請隨行人員多加注意

其安全。使用區域內各設備時也請留意各項設施之使用限制與注意事項。 

3. 本活動將為每位中獎人安排乙頂專屬帳篷(報名者將同住於同頂帳篷中)，入住帳型將由勤美學協助安排，

活動期間不可指定或任意更換帳篷(包含外觀與內裝)。 

4. 如預活動日期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強風、颱風、地震、豪大雨、土石流、疫情警戒等天災發生時，導

致達到取消旅程之標準，活動將立即取消並另行通知。(依據勤美學所在地為基準。) 

5. 為維護所有參與者之安全，於旅程期間敬請遵守活動場制定之旅程須知。 

6. 如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或損毀勤美學內各項設施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7. 為維護並保障活動參與者之安全與隱私，不開放報名者之外訪客進入勤美學活動場域中。 

8. 為維護活動場地品質，請勿攜帶寵物前往。(導盲犬除外) 

9. 活動報名時請務必填寫真實資料，以利後續連繫。 

10. 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國泰世華銀行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 

11. 活動相關問題可洽鄧小姐(Flora.teng@partipost.com) 

 

  



 

【附件】報名表資訊－每帳入住 2 人，煩請需填寫參與者各別資料，報名者不需為中獎卡友本人，名額亦可提

供親友報名。 

 

【報名資料】第一位 

聯絡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優先)  

聯絡地址  出生年月日  

飲食調查 (請圈選) 

是否吃素? 是(僅提供健康素；不公齋食素) ／ 否 

是否吃牛? 是／否 

是否吃羊? 是／否 

是否吃雞? 是／否 

是否吃海鮮? 是／否 

交通調查 

是否開車前

往? 

是／否 

【報名資料】－第二位 

聯絡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優先)  

聯絡地址  出生年月日  

飲食調查 (請圈選) 

是否吃素? 是(僅提供健康素；不公齋食素) ／ 否 

是否吃牛? 是／否 

是否吃羊? 是／否 

是否吃雞? 是／否 

是否吃海鮮? 是／否 

交通調查 

是否開車前

往? 

是／否 

 

 

 

 

 

 

 



 

附件三、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國泰世華銀行在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之前，依法向您

告知下列事項，當您勾選「我同意」，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 

 

一、蒐集目的及類別 

為提供活動各項通知服務、報名資料確認、使用之蒐集目的，而須取得您下列個人資料類

別： 姓名、電話、聯絡地址、電子郵件、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或其他您所提供得

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您的個人資料，僅供國泰世華銀行及授權活動協辦單位（含台北派兒有限公司、勤美股份有

限公司、本活動之保險公司及前開公司之受僱人、受任人等）於中華民國領域，於上述蒐集

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

失時為止。 

 

三、當事人權利行使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您可向國泰世華銀行及授權活動協辦單位請求查詢或閱

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四、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資料，國泰世

華銀行及授權活動協辦單位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個人資料同意提供： 

□ 同意 

□ 不同意 

一、本人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勾選「我同意」貴行及授權活動協辦單位於所列

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及同行人之個人資料。本人聲明所提供同行

人之個人資料均於提供予 貴行前取得同行人同意，並提供本同意書予同行人閱讀、瞭解並

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二、本人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並提供予貴行留存及日後查

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