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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抽抽樂】獲獎名單公告：2021年6月 

【滿額抽抽樂】2021年6月份抽獎活動已於 2021年8月16日在律師見證下順利完成，茲將

中獎名單公告如下： 

獎項 (品名)  名額 獲獎者 保單號碼 地區 

【一獎】Apple Watch Series 6 (45 

公釐 GPS) 金色鋁金屬錶殼；運動

型錶帶 (款式隨機) 

1名 尹○蓉 F500 XXX 851 桃園市桃園區 

【二獎】【OMRON】手臂式電子

血壓計(JPN610T) 藍芽傳輸日本製 
5名 

洪○玲 F500 XXX 078 高雄市三民區 

林○霓 F500 XXX 356 新北市林口區 

呂○月 F500 XXX 913 新北市蘆洲區 

高○貴 F500 XXX 274 嘉義縣溪口鄉 

許○雯 F500 XXX 395 嘉義市大雅路 

【領獎相關】 

1. 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三日內( 含接獲通知日當日) 與AIA 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

關資料，逾期者視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 

2. 中獎者請務必詳細填寫正確資料，若資料不正確或聯絡方式不完整導致無法通知中獎人，將視

同放棄中獎資格。 

3. 經確認獲獎者身分後，AIA 友邦人壽將統一寄發獎項至中獎人於保單填載之住所地址。 

【獎項相關說明】 

1. 獎項若發生不可抗拒之原因而造成無法贈送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更換為等值獎項。 

2. 稅法相關： 

(1)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若中獎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0元，中獎人應自行負擔10%（非本

國人為20%）之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 

(2) 現金以外之獎項，中獎人應先繳納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後，始得領取中獎獎項。 

(3) 累積中獎價值若超過1,000元，將列入中獎人個人之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需簽立「中獎者

領獎確認書」，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利主辦單位進行年度各類所得申報作業。 

3. 領獎方式： 

(1) 中獎名單公布後，AIA友邦人壽將主動透過信函及電話聯絡中獎人，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

三日內(含接獲通知日當日)與AIA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關資料，逾期將視為

自動放棄獎項。 

(2) 各獎項將由AIA友邦人壽統一寄發予中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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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抽抽樂】獲獎名單公告：2021年5月 

【滿額抽抽樂】2021年5月份抽獎活動已於 2021年7月15日在律師見證下順利完成，茲將

中獎名單公告如下： 

獎項 (品名)  名額 獲獎者 保單號碼 地區 

【一獎】Apple Watch Series 6 (45 

公釐 GPS) 金色鋁金屬錶殼；運動

型錶帶 (款式隨機) 

1名 黃○宏 F500 XXX 367 台南市安平區 

【二獎】【OMRON】手臂式電子

血壓計(JPN610T) 藍芽傳輸日本製 
5名 

鄭○烜 F500 XXX 383 台北市大安區 

陳○翔 F500 XXX 233 台中市南屯區 

鄭○禎 F500 XXX 011 新北市中和區 

周○平 F500 XXX 626 台北市中正區 

李○珠 F500 XXX 877 嘉義市嘉義市 

【領獎相關】 

4. 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三日內( 含接獲通知日當日) 與AIA 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

關資料，逾期者視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 

5. 中獎者請務必詳細填寫正確資料，若資料不正確或聯絡方式不完整導致無法通知中獎人，將視

同放棄中獎資格。 

6. 經確認獲獎者身分後，AIA 友邦人壽將統一寄發獎項至中獎人於保單填載之住所地址。 

【獎項相關說明】 

4. 獎項若發生不可抗拒之原因而造成無法贈送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更換為等值獎項。 

5. 稅法相關： 

(4)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若中獎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0元，中獎人應自行負擔10%（非本

國人為20%）之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 

(5) 現金以外之獎項，中獎人應先繳納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後，始得領取中獎獎項。 

(6) 累積中獎價值若超過1,000元，將列入中獎人個人之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需簽立「中獎者

領獎確認書」，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利主辦單位進行年度各類所得申報作業。 

6. 領獎方式： 

(3) 中獎名單公布後，AIA友邦人壽將主動透過信函及電話聯絡中獎人，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

三日內(含接獲通知日當日)與AIA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關資料，逾期將視為

自動放棄獎項。 

(4) 各獎項將由AIA友邦人壽統一寄發予中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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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額抽抽樂】獲獎名單公告：2021年4月 

【滿額抽抽樂】2021年4月份抽獎活動已於 2021年7月15日在律師見證下順利完成，茲將

中獎名單公告如下： 

獎項 (品名)  名額 獲獎者 保單號碼 地區 

【一獎】Apple Watch Series 6 (45 

公釐 GPS) 金色鋁金屬錶殼；運動

型錶帶 (款式隨機) 

1名 黃○漢 F500 XXX 563 新北市林口區 

【二獎】【OMRON】手臂式電子

血壓計(JPN610T) 藍芽傳輸日本製 
5名 

鄭○蝶 F500 XXX 736 嘉義市嘉義市 

嚴○儀 F500 XXX 707 台北市中正區 

楊○泉 F500 XXX 864 嘉義市嘉義市 

萬○吟 F500 XXX 846 高雄市三民區 

陳○尚 F500 XXX 956 台北市內湖區 

【領獎相關】 

1. 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三日內( 含接獲通知日當日) 與AIA 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

關資料，逾期者視為自動放棄中獎資格。 

2. 中獎者請務必詳細填寫正確資料，若資料不正確或聯絡方式不完整導致無法通知中獎人，將視

同放棄中獎資格。 

3. 經確認獲獎者身分後，AIA 友邦人壽將統一寄發獎項至中獎人於保單填載之住所地址。 

【獎項相關說明】 

1. 獎項若發生不可抗拒之原因而造成無法贈送之情事，主辦單位有權更換為等值獎項。 

2. 稅法相關： 

(1) 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若中獎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0元，中獎人應自行負擔10%（非本

國人為20%）之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 

(2) 現金以外之獎項，中獎人應先繳納機會中獎所得稅稅額後，始得領取中獎獎項。 

(3) 累積中獎價值若超過1,000元，將列入中獎人個人之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需簽立「中獎者

領獎確認書」，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利主辦單位進行年度各類所得申報作業。 

3. 領獎方式： 

(1) 中獎名單公布後，AIA友邦人壽將主動透過信函及電話聯絡中獎人，中獎人請於接獲通知起

三日內(含接獲通知日當日)與AIA友邦人壽客服人員取得聯繫並提供相關資料，逾期將視為

自動放棄獎項。 

(2) 各獎項將由AIA友邦人壽統一寄發予中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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