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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新壽大使揪好友享好禮活動辦法 

一、 主辦單位：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 

二、 活動期間：自民國 109 年 2 月 5 日起至同年 11 月 24 日止。 

三、 活動對象： 

(一) 「新壽大使」：指本公司之有效契約保戶，具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且需年滿 20 歲

(含)以上。 

(二) 「好友」： 

1. 三年未購：指新壽大使之親朋好友，且在 3 年內(註 1)未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

本公司業務人員購買過壽險商品(註 2)的客戶。 

2. 新朋友：指新壽大使之親朋好友，且從未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身分向本公司業務人員

購買過壽險商品(註 2)的白地客戶。 

註 1：3 年內定義為 106 年 2 月 4 日至 109 年 2 月 4 日期間內。 

註 2：保險商品定義為壽險主契約，不含團體險、旅平險、意外險。 

(三) 「業務人員」：指由新壽大使推薦給好友之本公司保單招攬業務人員。(含三階、專銷業

務人員及 15 日薪同仁) 

四、 活動流程：本活動透過專屬活動網站 https://9ishare.skl.com.tw/進行。 

(一) 步驟一 : 本公司保戶由活動網站註冊成為新壽大使，選擇欲推薦給好友的業務人員，使

用 LINE 發送邀請訊息給好友。 

(二) 步驟二：好友由其新壽大使所傳遞出的 Line 邀請訊息，點選活動網站連結並完成註冊，

其後業務人員進行保險需求訪談。 

(三) 步驟三：於活動期間內好友向其新壽大使所推薦之業務人員，購買保險商品並承保完

成，則好友與其新壽大使、及業務人員皆可參加抽獎。 

五、 活動贈獎說明： 

(一) 季抽獎： 

 抽獎資格： 

1. 凡於活動期間內，好友完成註冊並向其新壽大使所推薦之業務人員以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身分投保本公司壽險主契約(註 1)，經承保後無契約撤銷或解約情事

者，好友與其新壽大使、及其業務人員各可獲得一個抽獎序號(註 2)。 

註 1：投保商品需經由本公司業務人員入件。 

註 2：新壽大使推薦好友完成承保數量越多，抽獎序號就越多，業務人員亦同。 

2. 本活動共分 4 梯次抽獎，未得獎之抽獎序號將於下一梯次繼續抽獎，直到第 4

梯次抽完。 

  

https://9ishare.sk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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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介紹：於活動期間內採每季抽獎，共舉行 4 個梯次。每梯次抽獎內容如下 :  

 

 

 抽獎梯次說明 :  

 

 

 

(二) 「新朋友」加碼抽： 

 抽獎資格：於 109/9/15~109/11/24 期間內，新朋友完成註冊並向其新壽大使所推

薦之業務人員以要保人或被保人身分投保本公司壽險主契約(註 1)，經承保後無契約

撤銷或解約情事者，新朋友與其新壽大使、及其招攬人員各可獲得一個抽獎序號(註

2)。 

註 1：投保商品需經由本公司業務人員入件。 

註 2：新壽大使推薦新朋友完成承保數量越多，抽獎序號就越多，業務人員亦同。 

 獎項介紹：老爺酒店集團、雲朗觀光集團、凱撒飯店連鎖聯手發行之 CLR 聯合通用

券 2 張，每張面額 800 元(註 1)。大使、新朋友、業務員各抽 20 份。 

註 1：CLR 聯合通用券每張面額 800 元，優惠期限內（109/7/3-110/6/30）可折抵 1000 元。 

 抽獎日期：109/12/10 (四) 

六、 抽獎序號公告：本活動於每一梯次抽獎前審核抽獎資格，凡符合資格者將於抽獎日前三

日，依此抽獎序號發放原則發放，並公告於活動網站。 

七、 得獎公告：得獎名單於抽獎日後三個工作天內於活動網站公告，敬請查閱。 

八、 領獎須知： 

(一) 得獎公告後由業務人員聯繫得獎者，得獎者須簽署「得獎通知書與回函」，如未填寫完整

或未於主辦單位所公告之繳交期限內擲回，又或無法取得聯繫以致未能於繳交期限內完

成擲回，皆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二) 得獎者應扣繳稅額超過新台幣 2,000 元時，本公司需依稅法規定扣繳 10%稅款，得獎

者應於接獲中獎通知後 14 日內先行將稅金匯給新光人壽，由本公司代繳，否則視同放

棄得獎資格。 

(三) 得獎者若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須提出法定代理人所簽署之領獎同意書，方可辦理

獎項領取。 

(四) 本公司收取中獎身份確認單後，如確認相關稅金已繳納，獎品將以掛號郵寄給得獎者或

經由其業務人員轉送。 

獎項 獎品 說明 

揪愛玩 
美東紐約、尼加拉瓜瀑布旅遊 

基金兌換劵 
新壽大使、好友、業務人員各 2 名 

揪愛買 新光三越禮劵 3000 元 新壽大使、好友、業務人員各 5 名 

揪愛呷 摩斯漢堡禮金卡 1000 元 新壽大使、好友、業務人員各 10 名 

抽獎梯次 第一梯次 第二梯次 第三梯次 第四梯次 

好友投保承保日期 109/3/31 前 109/6/30 前 109/9/30 前 109/11/24 前 

抽獎日期 109/4/15(三) 109/7/24(五) 109/10/15(四) 109/12/1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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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得獎者手機號碼以本活動註冊資料為主，且僅限中華民國境內號碼，如本公司查無手機

號碼或非正確格式，視同放棄得獎機會。 

(六) 得獎者身分認定係依參加者本公司保單之身分證號碼為主，得獎者須提供正確身分證影

本，並經本公司確認無誤後方可領獎。 

九、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對象限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 本活動所指之業務人員係指本公司三階制業務人員、專銷制業務人員、及十五日薪人

員。 

(三) 本活動為維護客戶活動權益，每支手機號碼限於註冊時填寫一次。 

(四) 本活動已註冊為新壽大使者，無法再註冊為好友身分；但已註冊為好友者，如完成承保

後可再註冊為新壽大使身分參與活動。 

(五) 本活動參加者所提供之資料，僅供本次活動所需，以便進行活動通知、獎項寄送、兌獎

作業及相關客戶管理與服務。請務必詳細閱讀活動辦法暨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內容。當您確定參加本活動，視同您已了解活動規則並同

意提供資料予主辦單位。 

(六) 如參加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之人（滿七歲但未滿二十歲），必須取得法定代理人（如：父

母、監護人）之允許始得註冊；如參加者為無行為能力之人（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

則請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註冊申請。未滿二十歲者應於加入活動前，將本服務條款請您的

法定代理人(家長)或監護人閱讀，並得到其同意，才可以註冊加入活動。當加入活動

時，則視為您的法定代理人(家長)或監護人已經閱讀、瞭解並同意本服務條款之所有內

容及其後之修改變更。 參加者完成註冊即視同已了解並同意活動辦法及個人資料蒐集、

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內容，均視為已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符合法律行為之

要件。 

(七) 獎品寄送限台、澎、金、馬地區，如為前述地區以外或僅提供郵政信箱地址，恕不寄

送。若獎品在郵寄運送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壞、遲遞、錯遞或遺失，除因可歸責主辦單

位之事由外，概與主辦單位無涉，但基於善意立場主辦單位仍將盡力協調處理之。 

(八) 本活動文宣所載獎項圖片僅供參考，獎項以實物為準，各獎項均不得要求折換現金、兌

換其他商品或優惠，亦不得將得獎資格轉讓或轉 售予他人，本公司保有以其他等值商

品或提貨券替代或更換同值獎項之權利。 

(九)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造成參加者所寄

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之情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

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十) 本公司非獎品製造者或提供者，與各項獎品或服務之製造或提供廠商 無任何代理或合

夥關係，且本活動獎品之保固期限均依廠商出廠時實際提供者為準。得獎者如因本活

動各項獎品、服務或保固發生任何爭議，概與本公司無關。 

(十一) 本公司就本活動參加者之資格，保有審查之權利，若以偽造、詐欺或惡意之電腦程式

或其他明顯違反活動公平性或不正當之方式，或經查核有不符合本活動規定之參加資

格者，一經本公司發現或經第三人檢舉，本公司除得立即取消參加者之參加、得獎資

格，且不另行通知，並得追回獎品。 

(十二) 若契約有撤銷、解約、終止、或保險契約依法無效、停效等契約效力已不存續之情事

者，則取消該新契約所獲得之抽獎機會(若已取得獎項者應無條件退還，本公司並保有

追回已發送獎項之權利)。 

(十三) 得獎者參加本活動而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得獎人依稅法之規定所需履行之義務，概

與主辦單位無關，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概由得獎人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 



 機密等級：□極機密 □機密 ■密 □普通 

文件持有人請嚴加管控本項文件 

※依據財政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獎項價值列入中獎人當年度個人所得，說

明如下： 

1. 得獎獎品金額 NT$20,010 元以上者，得獎者必須扣繳 10%稅款。。 

2. 全年度所得金額 NT$1,001 元以上者，本公司將依法列單申報。 

3.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活動如有疑義或其它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變更之權利。如因不可抗拒之

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與延遲相關公告

及發送贈獎通知。如有任何變更，將公佈於活動網站，恕不另行通知。如有疑義或未

盡事宜，請致電本公司客服中心 0800-031-115 或寄信至活動小組信箱 Email：

9ishare@sk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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