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去新竹住一晚加碼週週週抽 Gogoro」活動說明 

 活動內容： 

110/10/8 (五) 至 110/12/31 (五)，憑新竹市合作旅宿業消費之發票，單筆發

票消費金額滿新台幣 800 元(含)以上，即可上網登錄參加抽獎，週週抽 

Gogoro 電動機車大獎，等您來拿! 

 活動期間： 

1. 消費日期為 110/10/8(五) 00:00 至 110/12/31(五) 23:59 止，新竹市合作

旅宿業消費單筆滿新台幣 800 元(含)以上之發票，即可上網登錄參加抽獎。 

2. 發票最終登錄期間至 111/1/1(六)13:00 止，每人每張發票限登錄乙次，

逾期未登錄者或填入資料不正確皆無法參加，輸入發票截止時間以本網

站系統主機時間為準。  

3. 發票登錄頁面：https://reurl.cc/jglV6m 

合作旅宿名單：https://reurl.cc/q1kaG3 

  

https://reurl.cc/jglV6m
https://reurl.cc/q1kaG3


 抽獎時間： 

項次 抽獎期程 抽獎資格 

1 110/10/27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0/22 前登錄完成者 

2 110/11/10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1/05 前登錄完成者 

3 110/11/17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1/12 前登錄完成者 

4 110/11/24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1/19 前登錄完成者 

5 110/12/01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1/26 前登錄完成者 

6 110/12/08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2/03 前登錄完成者 

7 110/12/24 (五) 抽出 1 台 於 110/12/10 前登錄完成者 

8 110/12/24 (五) 抽出 1 台 於 110/12/17 前登錄完成者 

9 110/12/29 (三) 抽出 1 台 於 110/12/24 前登錄完成者 

10 111/01/05 (三) 抽出 1 台 於 111/01/01 13:00 前登錄完成者 

 活動獎項：Gogoro 3 GT 

 活動說明： 

1. 於活動期間內，於新竹市合作旅宿店家消費並取得統一發票，單筆消費

滿 800 元(不限使用振興劵或現金、刷卡消費)即可獲得抽獎資格，個別

發票消費金額不得累加計算。營業登記非新竹市合作旅宿店家消費發票

不具抽獎資格，若經查證不符資格者，撤銷獎項。  

2. 每人每張發票僅限登錄一次（重複登錄本活動者以第一次登錄資訊為

主）。 

3. 參加本活動前，請先將發票拍照、載具截圖並儲存於手機或電腦內，再

於活動登錄頁面上傳，避免程式錯誤。  

4. 重要參加資格提醒：發票需於正確專頁登錄，否則喪失獲獎資格。  

發票類別 登錄說明 

紙本發票 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發票日期及金額，並上傳發票照片。 

電子發票 
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發票日期、隨機碼及金額，並上傳「電子

發票證明聯」之照片。 

雲端發票 請務必輸入發票號碼、發票日期及金額，並截圖上傳發票照片。 

5. 參加活動者需詳實填寫基本資料，因資料不全或錯誤導致公告中獎後 7

個工作天內無法以電話方式通知中獎者，視為放棄中獎資格。  



6. 每張發票限登錄一次，登錄發票號碼截止時間為 111 年 1 月 1 日 13:00。

(登錄截止時間以本網站系統主機時間為準)。 

7. 中獎名單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標準。  

8. 「來去新竹住一晚加碼週週週抽 Gogoro」將於  110/10/27(三 )以及

110/11/10(三) 至 111/1/5(三)每週三公告各週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將公

告於「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FB 粉絲專頁，中獎者需依照相關法規

與活動辦法於通知得獎後 7 個工作天內繳交相關有效文件予活動辦理

單位，否則視同放棄。  

9. 登錄之發票相關憑證請留存，中獎時須提供予主辦單位佐證之用。  

10. 活動辦法載明在本活動網頁中，主辦單位保有隨時更改活動細節（含：

參加方式、贈品內容及數量等）之權利。參與本活動之民眾於登錄資料

之同時，視為同意接受並完全依照及遵守本活動規則及辦法之更動決定，

絕無異議。本活動辦法將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如本活動遇不可抗力之

因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保留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的權利，毋須事前通知，並有權對本活動所有事宜作出解釋或裁決。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參與資格為本國國民  

2. 本活動宗旨係鼓勵一般民眾購物消費，故公司行號因消費取得之發票

（亦指發票有買受人統編者不可參加本活動）。  

3. 抽獎登錄之消費者須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不得參加。  

4. 發票登錄中獎者屬下列情況者，將不具中獎資格：(1)發票的消費時間非

110/10/8-110/12/31。(2)發票的消費地點非新竹市活動旅宿業者開立。(3)

發票登錄金額與發票正本或憑證金額不符者。(4)發票登錄號碼與發票

正本或憑證不符。  

5. 中獎者需妥善保管發票正本，以利查證兌獎，如未能出示有效發票 (如

發票正本遺失、未含產品明細等)，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6. 承上，本活動中獎需提供中獎憑證，若憑紙本發票正本兌獎，使用載具



索取電子發票者，請與店家索取電子發票紙本正本。若發票存於載具中，

須自行至財政部電子發票平台列印發票號碼與消費明細並檢附於回函

中。 

7. 中獎發票如有任何損毀、複印、塗改或偽造，均作廢論。  

8. 兌獎消費者茲此捨棄財政部公布統一發票當期奬項兌換之權利，絕無異

議。 

9. 凡惡意擾亂活動者，取消登錄資格，活動小組並將視情況與登錄者聯繫

以確認發票明細。  

10. 參與本活動並抽到獎項之中獎者(或委託代理人)，得獎者須配合主辦單

位相關得獎感言訪談並於活動公開場合辦理領獎事宜，中獎者 (或委託

代理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託，否則視同放棄。以確保其公信力及中獎

者確實領獎之事宜。  

11. 本活動之獎品以實物為準，網頁使用圖片僅供參考，不得要求更換顏色、

規格、轉讓或折換成現金。中獎獎項日後之使用保固與維修，本活動單

位概不負責，獎項經兌換、簽收受領後，如有遺失、盜領、自行拋棄、

毀損，恕不補發獎品。  

12. 如有任何因電腦病毒、程式錯誤、駭客、網路、電話、技術…等，或任

何不可歸責於主辦/活動單位之事由（包含但不僅限於以上原因），而使

系統誤送活動訊息或中獎通知，或是因而使參加人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

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或是造成本活動未如預

期之規劃執行，致使侵害或影響其他消費者權益、活動公平與正當性…

等情事，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中獎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13. 參與活動之消費者，如有違反本活動辦法，或以惡意之電腦程式或其他

明顯違反活動公平性之方式，意圖混淆或影響活動結果者，一經主辦單

位發現或經第三人檢舉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利立即取消其中獎資

格，除追回獎品外，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  



14. 活動辦法載明在本活動平台中，主辦單位保有隨時更改活動細節（參加

方式及贈品內容、數量等）之權利，參加者同意完全依照及遵守本活動

之更動決定，絕無異議。  

15. 活動辦法如有更動或有未盡事宜，將於本網站公告，不另行通知，主辦

單位擁有保留、修改、暫停及解釋內容之權利，修改訊息將於本平台上

公布為準，不另行通知。  

 領獎注意事項 

1. 中獎者將會有專人與您聯繫，因資料不全或錯誤導致公告中獎後 7 個工

作天內無法以電話方式通知中獎者，視為放棄中獎資格。  

2. 中獎者應於通知中獎後 7 個工作天內，於上班時間內，提供發票或憑證

至主辦單位並核對無誤後，並填妥相關領獎文件予活動辦理單位，否則

視同放棄。，逾期未領則喪失領獎資格。  

3. 中獎者須接受相關得獎感言訪談並同意相關訪談資料供主辦單位相關

行銷宣傳使用。  

4. 中獎者須配合主管機關於活動公開場合（目前暫定新竹市政府府前廣場）

參與頒獎儀式否則視為放棄中獎資格。  

5. 依中華民國稅法之規定，中獎贈品或獎金價值超過  1,000 元以上者，

需繳交身分證影本報稅使用；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含)以上

者，須先代扣繳 10%中獎所得稅，主辦單位依法代收中獎稅金，並將填

發扣（免）繳憑單予得獎者，得獎者於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合

併申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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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領牌代辦費機車獎項兌換說明：後續領車事宜由 Gogoro 門市專人通知

中獎本人另行約定完成，交車地點由 Gogoro 指定特定交車服務中心或

門市處理(僅限以下 8 處)。一旦安排領牌後無法辦理退貨。中獎本人需

自行辦理交車，其他相關費用及稅捐如：強制險、領牌規費、運費等由

中獎本人自行負擔，無法也不能要求申請任何政府補助。  

(1) Gogoro 板橋廣權交車中心  220 新北市板橋區廣權路 6 號 



(2) Gogoro 北桃永安交車中心  330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910 號 

(3) Gogoro 平鎮延平交車中心  324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118 號 

(4) Gogoro 新竹北大門市  300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 321 號 

(5) Gogoro 台中站前交車中心  401 台中市東區新民街 88 號 

(6) Gogoro 台南公園門市  700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 36 號 

(7) Gogoro 永康中華門市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140-1 號 

(8) Gogoro 高雄中正交車中心  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20 號 

7. 中獎者若為未成年人，應檢附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中獎

者須於通知中獎後 7 個工作天內繳交代扣稅額，若中獎者不願先行繳納

本項稅金，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  

8. 本活動之獎品以主辦機關提供之獎項為主，得獎者不得挑選廠商、樣式、

顏色、型號，亦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如遇缺貨或不可抗力之因

素無法提供時，主辦機關有權以其他等值商品替代。  

9. 本活動獎品由主辦機關指定；所有獎項日後之使用、保固與維修，主辦

機關恕不負責。  

10. 主辦機關非獎品製造者或提供者，且與該獎品之提供廠商無任何代理或

合夥關係。得獎人如因本活動獎品發生任何爭議，概與主辦機關無涉。  

11. 本活動單位保留審核、決定及變更獎項內容之權利。  

12. 若中獎人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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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任何破壞本活動行為保留法律追訴權。  

13. 中獎人同意中獎相關個人資訊由本活動單位於活動範圍進行蒐集、電腦

處理及利用，中獎人並授權本活動單位公開公佈姓名及居住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