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度新竹市夏季節電獎勵活動 

「好康獎不完」抽獎兌獎注意事項 

一、 本局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起以掛號方式郵寄「好康獎不完」活

動中獎通知。 

二、 本活動兌獎期限為 107 年 1 月 2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23 日止，請

中獎人於兌獎期限內，填妥領獎收據及出具電費單至本局節電

計畫推動小組辦理，中獎人逾期或未能於期間內符合兌獎作業

方式者，視為其自動放棄其申領獎項之權利，將依頭獎、貳獎、

參獎、普獎順序由備取名單(1~26)依序遞補。 

三、 「好康獎不完」領獎收據公告於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hccepb.gov.tw/)，若非中獎人不克到場辦理兌獎相關事

宜，應事前填妥領獎收據及委託代理授權書，連同電費單交給

受委託人辦理。 

 

四、 活動參加人若非用電戶名稱者，須在領獎時提出實際居住該址

證明文件（例如設籍證明、租賃契約、帳號自動扣繳電費登載

明細證明或居住證明等）。 

五、 依據「所得稅法」第 88、89 條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

3 條之規定，機會得獎所得將併入得獎人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申

報，中獎人須提出身分證明文件以為報稅之用。 

六、 詢問兌獎事宜，請於辦公時間電洽 03-5368920分機 8032查詢。 

http://www.hccepb.gov.tw/


獎項 禮卷
頭獎 10,000
貳獎 5,000
參獎 1,000
參獎 1,000
參獎 1,000
獎項 禮卷 項次 中獎電號 中獎人 項次 中獎電號 中獎人

1 0624****310 莊○源 26 0620****625 陳○娟
2 0622****738 羅○洪 27 0621****206 曾○雄
3 0623****203 林○春 28 0607****646 吳○恬
4 0606****209 楊○華 29 0608****103 蘇○寬
5 0627****102 藍○城 30 0622****359 郭○玄
6 0613****607 楊○芳 31 0619****507 劉○仁
7 0608****507 黃○潔 32 0624****230 董○祖
8 0621****207 曾○雄 33 0619****529 劉○仁
9 0649****228 洪○屏 34 0619****108 葉○雲

10 0608****208 陳○榮 35 0623****206 徐○恩
11 0608****000 蘇○勝 36 0605****309 施○雲
12 0617****106 李○燕 37 0613****251 翁○欽
13 0608****501 蘇○勝 38 0622****408 鄭○惠
14 0619****688 戴○岳 39 0620****450 劉○添
15 0624****495 莊○清 40 0608****408 蘇○勝
16 0623****104 林○春 41 0613****262 翁○欽
17 0649****289 葉○忠 42 0608****205 蘇○寬
18 0622****609 蔡○青 43 0618****106 鄭○忠
19 0607****308 楊○琴 44 0605****105 楊○祚
20 0613****583 楊○芳 45 0617****207 李○琳
21 0620****107 林○堂 46 0624****107 譚○梅
22 0624****473 莊○清 47 0649****240 洪○屏
23 0624****241 董○祖 48 0606****221 楊○華
24 0608****507 張○娥 49 0623****108 徐○修
25 0622****320 何○青 50 0649****243 張○真

本活動兌獎期限為107年1月2日起至107年1月23日止，請中獎人於兌獎期限內，填妥領獎收據及

出具電費單至本局節電計畫推動小組辦理，中獎人逾期或未能於期間內符合兌獎作業方式者，視

為其自動放棄其申領獎項之權利，將由備取中獎者依序遞補領獎。

抽獎日期： 106年  12月  19日

106年度新竹市夏季節電獎勵活動
中獎名單

0649****076
0618****866
0617****100
0619****120
0617****219

中獎電號

普獎 500

中獎人
李○燕
葉○雲
劉○詣
賴○青
林○珠



備取
規則
項次 姓名 姓名

備取1 葉○忠 郭○玄
備取2 蔡○青 劉○仁
備取3 楊○琴 董○祖
備取4 楊○芳 劉○仁
備取5 林○堂 葉○雲
備取6 莊○清 徐○恩
備取7 董○祖 施○雲
備取8 張○娥 翁○欽
備取9 何○青 鄭○惠

備取10 陳○娟 劉○添
備取11 曾○雄 蘇○勝
備取12 吳○恬 翁○欽
備取13 蘇○寬 蘇○寬

106年度新竹市夏季節電獎勵活動
備取中獎名單

抽獎日期： 106年  12月  19日

0649****289

得獎人逾期未辦理領獎事宜者，視為棄權，則空缺獎項依頭
獎、貳獎、參獎、普獎順序由備取名單(1~26)依序遞補。

0622****359
電號 電號

0622****609
0607****308
0613****583

0621****206

0608****103
0607****646

0619****507
0624****230
0619****529
0619****108

0608****205

0623****206
0605****309

0620****107
0624****473
0624****241
0608****507
0622****320
0620****625

0613****251
0622****408
0620****450
0608****408
0613****262

備取24

項次
備取14
備取15
備取16
備取17

備取25
備取26

備取18
備取19
備取20
備取21
備取22
備取23



106 年度新竹市夏季節電獎勵活動 

抽獎領獎收據 

得 獎 人  
得 獎 

電 號 
06－  －    －  －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市話 (   ) 

手機  

戶 籍 

地 址 

(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通 訊 

地 址 

□同戶籍地址(如勾選，則下列地址免填) 

(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獎 項 

(新台幣) 

□ 頭獎一萬元禮卷共乙份 

□ 貳獎伍仟元禮卷共乙份 

□ 參獎壹仟元禮卷共   份 

□ 普獎伍佰元禮卷共   份 

得獎面額：        元禮卷【請以大寫國字填寫得獎金額】 

主辦單位將依據「所得稅法」第 88、89 條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3

條等相關規定扣取機會中獎之稅款與辦理中獎人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申報。 

得獎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得獎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1. 請黏貼得獎人之身分證影本。 

2. 若得獎人未滿 20 歲或尚未領得身分證者，請黏貼得獎人其法定代理人之身

分證影本，另檢附得獎人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正本(須為 3 個月內

核發之版本)。 

3. 影本須為民國 94 年 12 月 21 日以後換(新)發之身分證。 

4. 身分證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 

5. 請自行縮印或裁切至適當大小後再黏貼。 

具結事項： 

本人保證得獎之用電場所確為本人使用，並具結得獎電號之用電場所其他相關

人員，日後對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不再有任何領獎之主張。 
 

具結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得獎面額欄位請填寫中獎名單公布之得獎人中獎面額，若得獎人同時獲得 1 筆
以上獎項，則上述得獎面額請填寫加總面額。 



106 年度新竹市夏季節電獎勵活動 

委託代理 授權書 

得獎人：                （簽章） 

得獎獎項：                       

得獎面額：新臺幣    萬    仟    佰元禮卷 

代理人姓名：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領獎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背面黏貼處 

1. 請黏貼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 

2. 影本須為民國 94 年 12 月 21 日以後換(新)發之身分證。 

3. 身分證影本務必清晰可辨識。 

4. 請自行縮印或裁切至適當大小後再黏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