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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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步驟

至奇美活

動網站登

錄資料

依指定條件上傳：

正式發票彩色照片

與保證書彩色照片

完成登錄等待審核
經審核無誤後，

贈品於30天後寄出

登錄送 

*贈品內容以實物為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贈品不得要求更換或折抵現金，恕不指定贈品的顏色、款式、型號。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原因而造成贈品缺貨或無法贈送之情事，

 CHIMEI奇美活動小組有權更換等值贈品。

2020.12/1(二)~2021.2/28(日)

*贈品內容以實物為準，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贈品不得要求更換或折抵現金，恕不指定贈品的顏色、款式、型號。若發生不可抗力之原因而造成贈品缺貨或無法贈送之情事，

 CHIMEI奇美活動小組有權更換等值贈品。

登錄送 
���������������������

�產品圖以��示意�

登錄送 
���������������������

�產品圖以��示意�

登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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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圖以��示意�

登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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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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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圖以��示意�

型號:�������������市價����������
TOSHIBA 20L 微電腦料理微波爐

型號:������������市價���������
TOSHIBA 25L 微電腦料理微波爐

型號:��������
	��市價����������
TOSHIBA 25L 燒烤料理微波爐

型號:���������
	��市價���������
TOSHIBA 34L 燒烤料理微波爐

型號:�������������市價����������
TOSHIBA 20L 旋鈕式料理微波爐

語音搜尋最牛逼

型號:���������
	��市價���������

送TOSHIBA
34L燒烤料理 微波爐

買奇美 指定機種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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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奇美 指定機種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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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奇美 指定機種液晶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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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奇美 指定機種液晶顯示器

���������������������
買奇美 指定機種液晶顯示器

���������������������

型號:��������
	��市價����������

送TOSHIBA
25L燒烤料理 微波爐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5L微電腦料理 微波爐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0L微電腦料理 微波爐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0L旋鈕式料理 微波爐

奇美集團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小組專線:(02)2502-0113          活動登錄網站 https://electronics.chimei.com.tw/event/eD65F84aa6096d81

詳情請至活動網站 https://electronics.chimei.com.tw/event/eD65F84aa6096d81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以獲得最佳瀏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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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至活動網站 https://electronics.chimei.com.tw/event/eD65F84aa6096d81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以獲得最佳瀏覽體驗。
詳情請至活動網站 
建議使用        

買                     指定                      登錄 好禮 買                     指定                      



�� �紙本回函   (A或B請擇一使用)

前往
活動網站

填寫相關資料

發票日期
須符合活動期間
����������(二)至
����������(日)止

·黏貼序號貼紙
·蓋印店章(需與發票章相同)
·填寫購買日期

活動小組致電與您聯繫補件

開放登錄期間：
����������(二)����至����������(日)����止

回函受理期間：
����������(二)至����������(日)止(以郵戳為憑)
(*您的發票與保證書正本將於資料審核完成後10天後以掛號郵寄至您的贈品收件地址)

審核完成後，
贈品於��個工作天後寄出

請向店家索取或
至網站列印回函

填寫回函並檢附
發票與保證書第一聯正本

郵寄掛號到：台北市���
南京東路三段��號��樓
�
	��	奇美活動小組收

審核完成後，
贈品於��個工作天後寄出

� 上傳發票
彩色照片� 上傳保證書

(第一聯)

彩色照片� 審核完成
寄送贈品

缺件或資格不符

 索取
紙本回函� 檢附

證明文件� 以信封包裝
黏貼郵票� 審核完成

寄送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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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活動期間：�����������二�至�����������日�止。
登錄期間：�����������二�至�����������日����：��止。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內購買�
	��	奇美液晶顯示器指定型號，至奇美官網發燒活動專區登錄並上傳指定資料，經�
	��	奇美活動小組確認資格無誤後，就送家電好
禮。(詳細活動如下表)

活動流程
��購買�
	��	奇美液晶顯示器指定型號並至奇美官網發燒活動專區登錄資料，上傳指定資料：符合活動期間內購買時開立的發票的彩色照片與保證書的彩色照片(發票僅
接受正式發票的彩色照片，發票的黑白影本、購買證明、載具明細螢幕截圖、配送單皆不適用於此活動，請向購買店家索取正式發票，且發票上須載明發票號碼、發

票日期、購物明細、金額；如為載具發票，請提供財政部網站截圖，須顯示發票號碼、發票日期、購物明細、金額。發票如無明細，將無法證明已購買�
	��	奇美液
晶顯示器指定型號，將無法通過審核資格。保證書僅接受第一聯商品保證書，需黏貼產品序號貼紙並加蓋店章及填寫日期，黑白影本或第二三聯客戶資料卡皆不適用

於此活動，且發票章需與保證書的店章一致，否則將無法通過審核資格。)檢附之購買發票日期需符合活動期間：����������(二)~����������(日)止。網站登錄截止
日期為：����������(日)。

���
	��	奇美活動小組於收到登錄資料後，須先核對內容確認符合贈獎資格，且於鑑賞期過後無退貨，始得寄出贈品，若消費者無法提供相關證明資料或有不全或造假
者，將取消其贈品資格。

��贈品將於�
	��	奇美活動小組確認登錄資料無誤且於鑑賞期過後無退貨後��個工作天後(不包含週六日與國定假日)寄送給得獎人，若因得獎人資料填寫不清、錯誤，
導致無法聯繫到該得獎人，將視為放棄資格，�
	��	奇美活動小組將不予以寄送贈品或補發。�
	��	奇美活動小組將依消費者填寫之登錄資料做為寄送贈品的依據，
�
	��	奇美活動小組不負責更改贈品寄送地址/收件人等資訊，如因消費者填寫不清或錯誤導致贈品寄送錯誤，�
	��	奇美活動小組亦不負相關責任。

��活動期間內已完成登錄資料卻未收到贈品者，請於���������(五)前來電洽詢：�������������(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週六日、國定假日與
農曆春節���������(四)�����(二)期間除外)。

��若未於活動指定時間內完成資料登錄以及檢附相關文件，等同放棄兌換贈品的資格。

注意事項
��福利品、特賣會、專案及促銷商品不適用於本活動。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
	��	奇美活動小組得以取消其參加或獲得贈品的資格，並就因此所生之
損害，得向參加者請求損害賠償。

��在參加活動過程中，�
	��	奇美活動小組對於參加者產生的任何成本及花費，將沒有任何義務及責任。
��參加者如因參加本活動或因活動獎項而遭受任何損失，�
	��	奇美活動小組及相關之母公司、子公司、關係企業、員工、及代理商不負任何責任。一旦得獎者領取贈
品後，若有遺失或被竊，�
	��	奇美活動小組不發給任何證明或補償。

��本活動贈品寄送地區僅限台灣本島，�
	��	奇美活動小組不處理郵寄贈品至海外地區之事宜。
��本活動限於台灣區購買�
	��	奇美液晶螢幕指定型號之消費者。
��本活動贈品寄送不包含安裝服務。
��消費者填寫之資料，�
	��	奇美活動小組將進行資格審核，如因資料填寫不全或不實，以致贈品無法順利寄達，恕不補發。
��消費者若未於活動指定時間內完成資料登錄以及檢附相關文件，等同放棄參加兌換贈品的資格。

���得獎人須同意�
	��	奇美活動小組將其個人資料(僅限姓名及部分聯絡方式之資訊)於本活動公告及使用。

���參加活動應繳付之文件如購買時開立的發票的彩色照片與保證書的彩色照片(發票僅接受正式發票的彩色照片，發票的黑白影本、購買證明、載具明細螢幕截圖、配送
單皆不適用於此活動，請向購買店家索取正式發票，且發票上須載明發票號碼、發票日期、購物明細、金額；如為載具發票，請提供財政部網站截圖，須顯示發票號

碼、發票日期、購物明細、金額。發票如無明細，將無法證明已購買�
	��	奇美液晶顯示器指定型號，將無法通過審核資格。保證書僅接受第一聯商品保證書，需黏

貼產品序號貼紙並加蓋店章及填寫日期，黑白影本或第二三聯客戶資料卡皆不適用於此活動，且發票章需與保證書的店章一致，否則將無法通過審核資格。)若有不

全、造假者，�
	��	奇美有權取消其獲得贈品的資格，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贈品內容一切以實物為準，不得要求更換或折抵現金。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民事法律相關規定辦理。
���贈品若發生不可抗拒之原因而造成缺貨或無法贈送之情事，�
	��	奇美活動小組有權更換等值贈品。若消費者原購買之產品有退換貨情形發生，�
	��	奇美活動小組將

保留核發或追回所有贈品之權力。

����
	��	奇美活動小組保留最終核准與否及活動變更/修改或終止本案之權力，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民事法律相關規定辦理。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參加活動並進行回函登錄即代表同意以下事項：

個人資料蒐集機關�
	��	新視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保護您(以下稱立同意書人)的個人資料，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將根據需要向

立同意書人蒐集必要的個人資料，並善盡您個人資料之管理責任，請立同意書人詳閱：

·蒐集之目的：立同意書人提供的個人資料除做為本次活動連絡目的(包含活動參與、獎項郵寄、活動網站等相關事項)外，並做為本公司寄送後續會員專屬活

動、優惠訊息或本公司內部業務統計分析研究或資訊/資料庫管理作業之使用。

·個人資料的類別：立同意書人於活動表單中所填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同意使用於確認立同意書人的身分、與立同意書人進行連絡、提供給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之相關服務及資訊，以及其

它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

·立同意書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立同意書人的個人資料向本公司：���請求查詢及閱覽 ���製給複製本 ���請求補充或更正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請求刪除。

·立同意書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公司基本資料，惟若您選擇不提供基本資料或是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時，我們將無法審核確認您的活動參與資格，亦無

法提供完善的後續服務。

活動小組致電與您聯繫補件

缺件或資格不符

發票號碼：

購買地點：

產品型號：

產品序號：

姓    名：

年    齡：

聯絡電話(市話或行動)：

電子信箱：

贈品寄送地址：

發票日期：

性   別：

*請以網路登錄為主，如需以紙本寄送回函，請撕下此頁，填寫此頁的回函表格，檢附相關文件，以信封包裝並黏貼郵票，郵寄掛號至：台北市���南

京東路三段��號��樓�
	��	奇美活動小組收

*寄出前請再次確認，是否備妥相關文件：□保證書第一聯正本(保證書上需黏貼產品序號並加蓋店章及填寫日期)

                                    □正式發票正本(購買證明、載具明細螢幕截圖、配送單皆不適用於此活動，請向購買店家索取正式發票並附                                                                                                                  

                                      明細；如為載具發票，請提供財政部網站截圖，須顯示發票號碼、發票日期、購物明細、金額)

*您的發票與保證書正本將於資料審核完成後��天後以掛號郵寄至您的贈品收件地址。

活動回函表

□ ���������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以上

□ 男       □ 女

□ ��������� □ ��������� □ ��������� □ ���������

□ ��������� □ ��������� □ ��������� □ ��������� □ ���������

□ 燦坤

□ 中華電信

□ 全國電子

□ 電器行__________

□ 家樂福

□ 網路

□ 大潤發

□ 其他__________

□ 順發

�� �網路登錄 活動專線
�������������

型號:���������
	��市價���������
送TOSHIBA 34L燒烤料理微波爐

凡購買

TL-86U750

型號:��������
	��市價����������
送TOSHIBA 25L燒烤料理微波爐

凡購買

TL-65R600/TL-65M500/TL-75U800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5L微電腦料理微波爐

凡購買

TL-55R600/TL-55M500
凡購買

TL-50R600/TL-50M500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0L微電腦料理微波爐

凡購買

TL-43R600/TL-43M500

型號:�������������市價����������
送TOSHIBA 20L旋鈕式料理微波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