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有妳，獻好禮

感謝有妳，獻好禮

2019 3.23 - 6.30

抽獎日期

4/25

5/27

4/30

公佈得獎日

5/31

3名

7/8 7/12 3名

名額

3名

(顏色隨機出貨)

迎馨好禮 買再抽

2019.3.23 凌晨 00:00 – 2019.7.7 晚上 23:59 止登錄時間

活動期間內，凡購買LG指定家電(不含IT、手機產品、電視)，至

LG官網(www.lg.com/tw)完成產品註冊登錄並成為會員即可參加

抽獎，期間有機會抽中「LG V40 ThinQTM」共九名，最多可享有

三次抽獎機會，愈早購買，中獎機會愈高。

注意事項：
1.需檢附資料為： (1)贈品活動回函表 (2)發票正本(3)保證書正本(需加蓋店章) (4)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需親筆簽名或蓋章)，(5)掛號寄回「台北郵政108-60號信箱【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收。逾
期寄送或未以掛號寄送導致郵件遺失或所附資料錯誤不齊全者視同自動放棄。 2.【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於資料審核無誤後，收件日起21個工作天內寄出贈品(贈品僅配送不包含安裝)，資料不全者不在
此限。活動小組將在資料審核無誤後於保證卡蓋有『已兌換贈品』字樣。請正確填寫回函資料，若因填寫配送地址有誤或不完整導致無法寄送，恕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無法免費第二次配送，需請得

獎者自付第二次配送費用。 3.活動贈品以實物為準，不得要求更換顏色、機種或兌換現金。若贈品兌換完畢，台灣樂金股份有限公司有權以等值贈品更換之。未盡事宜請以官網公布為準。 4.消費者填寫之
抽獎登錄資料若與實際不符，導致LG於中獎名單公布後七日內無法聯絡到中獎者，該中獎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無法事後追補贈品。若有資料不全、造假者，LG有權取消其中獎資格，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
任。恕不保留獎項，亦無法事後追補贈品資格。  5.活動販售之家電產品，皆以賣場販售之實物為準，商品銷售資訊請洽各賣場人員。  6.活動免付費服務專線0809-066-669【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
查詢時間為活動期間內(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2:00,13:30-18:00)。 7.本活動限一般消費者申請，每筆僅限登錄抽獎活動一次，恕不適用公司行號、法人團體或公營機構特販、福利品、LG員工、經銷商、LG配合
廠商。若發票有打統編或為三聯式發票，需提供購買人即為負責人的證明文件，如有退換貨情形發生，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將保留核發或追回贈品之權利。 8.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不會要求您
至ATM匯款或進行其他轉帳設定，提醒您如接獲可疑電話，請直撥165反詐騙諮詢中心查證；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消費者服務專線：0800-898-899或【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
免付費專線0809-066-669。 9.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最終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活動及贈品內容並保有修改活動細項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活動如發生任何爭議，蓋以台灣樂金電器股份有限
公司針對爭議事實分析後做出決定為準。

中獎名單統一於LG官網活動網頁公布，並於一週內以電話及email 通知，中獎者需於通知
後一週內檢附以下文件寄到【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未提供完全者視同放棄
領獎權利，恕不另外通知。 

兌獎方式

購買發票正本1

機會中獎單(需親筆簽名及蓋章)，並依稅法繳交中獎稅證明2

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需親筆簽名或蓋章)3

經審核無誤，贈品將於21個工作天內寄出贈品(贈品僅配送不包含安裝)，LG保有行程變更與修改
權利，以上內容若有任何變動也同步於LG官網(www.lg.com/tw)活動專頁公告

4
*註1.買再抽得限活動期間內的發票，並需有購買機型明細記載。
*註2.依稅法規定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中獎獎項總價值超過NTD 20,000元者，中獎人應繳納10%之稅金，LG將代
      為扣繳後並於年度報稅時開立扣繳憑單予中獎者。

獎品



贈品兌換
方式

1.活動網站登錄

2.回函申請

或

【掃描QRcode或活動網站登錄】→【完成兌換資料登錄】→上傳購買憑證(請註明購買型號)與保證書

  (需蓋店章)圖檔】→【確認送出】→【完成】

【填妥回函申請書及檢附申請書上要求之相關證明文件正本，並簽署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郵寄到「台北郵政108-60號信箱《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完成】

掃描登錄送

二、確認您需備妥的文件
請於2019年7月7日(日)前(以郵戳為憑)，掛號寄至「台北郵政108-60號【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小組」收
A.【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回函申請表(正本) B.發票正本(請註明購買機型) C.保證書正本(需蓋店章) D.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親簽及用印) 

【LG初夏迎馨 感恩季】活動回函

一、 請先於下方表格勾選您所購買商品型號，以便進行贈品回函兌換

經典對開冰箱 指定型號       □GR-QPL88SV                  □GR-QL88N

*申請TWINWash雙能洗組合送好禮，兩台機號均需提供，且不再重複贈送好禮贈品。 *TWINWash雙能洗組合送好禮，僅限同張發票購買，且符合條件者申請，每張發票僅限申請一次。 *申請組合送贈品需一次提供兩台
 機器的回函資料或同時上網登錄，恕不得分開申請。

冰箱

TWINWashTM

雙能洗
組合送

購買產品 好禮贈品

旗艦對開冰箱 指定型號       □GR-QBF87MB                 □GR-DBF85S                 □GR-DBF80G LG WiFi版清潔機器人 (VR66413LVM)兌換送

標準對開冰箱 指定型號

□GR-DL88SV
□GR-DL88W
□GR-DBF87GV

□GR-D82R
□GR-DL80SV
□GR-DPL80N

□GR-DBF80N
□GR-DL80W
□GR-DL80G

□GR-BL78SV
□GR-DP78N
□GR-DP78S

□GR-DB78N
□GR-DB78G
□GR-DB78W

□GR-HL78M
□GR-BL78M
□GR-BL65M

□GR-BL65S
□GR-HL65M

□F2721STWV
□F2721HTTV

□WD-S19TVC
□WD-S19TVD

□WT-D350V 
□WT-D350W

□WT-D250HV
□WT-D250HW買 配 LG WiFi版清潔機器人 (VR66413LVM)

或蘭城晶英平日住宿券
兌換送

二選一

全家禮物卡NT$2,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000兌換送

□WD-S18VCD                □WD-S17DVD
□WT-D350V 
□WT-D350W

□WT-D250HV
□WT-D250HW買 配

□WD-S12GW
□WD-S12GV

□WT-D350V
□WT-D350W

□WT-D250HV
□WT-D250HW

□WD-S16VBD
□WD-S15DWD

□WT-D200HV
□WT-D200HW買 配

□WD-S18VBW 
□WD-S17NBW

□WD-S17NRW □WT-D350V
□WT-D350W

□WT-D250HV
□WT-D250HW買 配

□WD-S105DW □WT-D200HV    □WT-D200HW買 配

□WD-S105CV                □WD-S105CW □WT-D200HV    □WT-D200HW買 配

免曬衣乾衣機
組合送 買 □WR-90TW                    □WR-90TV

□WD-S19TVC   □WD-S18VCD  □WD-S16VBD

□WD-S12GW   □WD-S18VBW □WD-S12GV 

□WD-S105DW □WD-S105CW □WD-S105CV

□WT-D200HW □WT-D200HV

配

全家禮物卡NT$4,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3,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2,5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2,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5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2,500兌換送

LG DUALCOOL 雙迴轉變頻空調 旗艦系列7.1kW-9.3kW
□LSU/N-71DCO
□LSU/N-71DHP

□LSU/N-83DCO
□LSU/N-83DHP

□LSU/N-93DCO
□LSU/N-93DHP

LG DUALCOOL 雙迴轉變頻空調 旗艦系列2.2kW-6.3kW
□LSU/N-22DCO
□LSU/N-22DHP

□LSU/N-28DCO
□LSU/N-28DHP

□LSU/N-41DCO
□LSU/N-41DHP

□LSU/N-36DCO
□LSU/N-36DHP

□LSU/N-52DCO
□LSU/N-52DHP

□LSU/N-63DCO
□LSU/N-63DHP

空氣清淨機

空調

LG DUALCOOL 雙迴轉變頻空調 經典系列
□LSU/N-28SHP
□LSU/N-36SHP
□LSU/N-41SHP

□LSU/N-52SHP
□LSU/N-63SHP
□LSU/N-71SHP

□LSU/N-1017SCO
□LSU/N-1017DHP
□LSU/N-1217DCO

□LSU/N-1217DHP
□LSU/N-1417DCO
□LSU/N-1518ACO

□LSU/N-1417DHP
□LSU/N-1418SCO

□LSU/N-1815WHP
□LSU/N-2215WHP

LG DUALCOOL 雙迴轉變頻空調 豪華系列              □LSU/N-43ACO                 □LSU/N-43AHP

LG Styler  蒸氣輕乾洗機 指定型號                  □E523BR                  □E523WR                  □E523FR蒸氣輕乾洗機
LG WiFi版清潔機器人 (VR66413LVM)
或蘭城晶英平日住宿券

兌換送

二選一

LG Code Zero™ R9 ThinQ 清潔機器人 指定型號          □ R9MATSERX              清潔機器人

無線吸塵器 LG Code Zero™ A9+ 快清式無線吸塵器 指定型號       □A9PSMOP2X                   □A9ADVANCE2

LG PuriCare™ 360° 空氣清淨機 指定型號                      □AS601DPT0                    □AS951DPT0

LG  PuriCare™ 超淨化大白空氣清淨機(AS401WWJ1)兌換送

移動式底座1個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3,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000兌換送

全家禮物卡NT$1,000兌換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