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企劃書】
壹、 活動緣起：
新北市政府為讓市民享有健康長壽的生活，在 105 年時宣示「新北動健康」政策
正式啟航，透過新北動健康 APP，提供民眾健康管理的資訊及 APP 記錄平臺，今年主
打【揪團 RUN 健康，共享新美滿生活的概念】，分別規劃揪團運動、累點兌換及計
步抽獎良策打造【新北動健康揪美滿計畫】，除利用 APP 集健康幣功能以及兌換健
康、運動商品的誘因，激發民眾累積健康幣的動力之外，另建立獎勵機制及結合新北
市全齡、特色共融公園，規劃系列的計步、集點規則，用新潮、趣味的方式持續誘發
民眾使用 APP 意願。
貳、 活動規劃：活動辦理期間為 110 年 3 月 10 日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各項活動辦理
方式如下
一、 健康點點名活動
(一) 活動方式：配合 110 年度新北動健康主打之揪團活動提供「健康點點名」召喚所
有舊會員一起邁向全新的開始。
(二) 集點辦法：確認 APP 點點名頁面【出生年】資訊，即可得 50 點健康幣回饋。
集點辦法

活動期間

備註及說明
1. 舊用戶：3/9 以前已註冊為動健
康會員的用戶。

舊
用
戶

2. 5/1 日起系統鎖定出生年編輯功
舊用戶點擊進入 APP 點點

能，未參加點點名的舊會員，

名頁面，確認出生年資

110 年

生日自動鎖定現有資料。

訊，完成得 50 點健康幣

3/10-4/30

3. 新會員註冊時即完成確定出生
年不發放 50 點。
4. 首次未點擊進入點點名頁面者
可由我的現況右下浮動按鈕進
入。

二、 揪好友行動/965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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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動方式：配合 110 年度新北動健康主打之揪團活動提供「揪好友行動」及
「965 行動」
，號召民眾加入會員。
(二) 集點辦法：
1. 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手機號碼，雙方各可獲得 10 點。
2. 年滿 65 歲之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手機號碼，雙方各可獲得 20 點。
集點辦法

活動期間

新

【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手機號碼

用

雙方各獲得 10 點

1. 新用戶：3/10 起註冊為
動健康會員的用戶。
2. 65 歲以上新用戶：3/10
起，註冊為動健康會
員，且年滿 65 歲(出生
年 1956 年以前)用戶。

110 年

戶

3/10【65 歲以上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

備註及說明

11/30

手機號碼雙方各獲得 20 點

三、 健康幣兌換美滿人生
(一) 兌換方式：民眾累積健康幣至 APP【兌換專區】選擇服務品項即可兌換。
(二) 兌換項目：提供【線上點數、運動中心、健康餐食、運動用品、觀光工廠】等多
項商品，依活動辦理分批推出。
(三) 商品上架期程：每月 1 日上午 9 時上架新商品(若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工作
天上架新商品)，如：3 月份商品 3 月 2 日上架；另配合活動宣傳 3 月 10 日加碼
商品上架。
(四) 商品上架前於「新北動健康 APP」或「新北衛什麼」臉書粉絲團進行公告，各
商品使用期限請關注新北動健康 APP-兌換專區。
四、 行銷加碼活動
(一) 2021 專案集點回饋
集點辦法

活動期間

備註及說明

每月 1 號
1. 登入 APP 得 10 點健康幣。
2. 完成我的飲食今日分析，得 10
點健康幣。

每月 1 號完成任務，系統自動發
110 年

放健康幣點數(原健康幣點數不

2-11 月

再重複計算)。

3. 上傳計步得 10 點健康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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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活動結盟品牌設備：新北
動健康 APP 資料同步專區品
牌設備(Apple Health、
Google Fit 除外)
2. 符合資格會員之健康幣，將

每月任 7 天透過新北動健康 APP 結

於次月 5 日由系統發放健康

盟品牌設備上傳紀錄，即可獲得 15

幣點數。

點健康幣。

3. 7 月起陸續推出【全民起動快樂動健康】
、
【全民起動-安
心吃健康】實體活動，請持
續鎖定新北衛什麼臉書粉絲
團(以實際公告為主)

(二) 團隊激勵讚 【APP 功能上線後將另行公告操作指引】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2021 讓您運動不孤單
集點辦法
佔
領
公
園

活動期間

團隊成員每人每月至公園

團隊加入機制:

完成打卡 7 次，每成員可

1. 每位會員都可以至【我的群組】成立
新團隊，並透過邀請的方式召集好友
加入。
2. 每人限定僅可參加一團，每團人數限
定 3-15 人。
3. 每團成員至少有一名 65 歲以上民眾
方可成團。
4. 團隊符合 3 人以上與內含一名 65 歲
之民眾，團隊即啟動計分機制。

獲得 100 點

健
將
月
月

團隊總步數每月達 200 萬
步，每成員可獲得 100 點

健
日
日
走

110 年
5 月-11 月

衝
將

備註及說明

團隊計分發幣機制：
團隊總步數每天達 10 萬
步，每成員可獲得 10 點

1. 【佔領公園】
：次月 5 日發幣
2. 【健將月月衝】
：記步時間點為當月
1 日 00:00 至當月最後一日 24: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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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 日發幣
3. 【健將日日走】
：記步時間點為當日
00:00-24:00，次日發幣
4. 【休閒成長營】
：次日發幣

休
閒

團隊內當日超過 8 成成員

成

完成計步數據上傳，每成

長

員可獲得 2 點

營

團隊退出機制：
1. 申請退團後，於隔日 00:00 正式退出
舊團隊。
2. 退出舊團隊後，須於 7 日後方可加入
新隊伍（於退團後隔天 00:00 起計算
7 日）
。

(三) 抽獎方案：
活動公園將另行公告於新北動健康 APP 與動健康官網
抽獎資格
公園累點趣

以小換大
抽好禮

期間

公布方式

園打卡及設施打卡

(每月 2 名)

當月 10 天完成公

兒童數位相機

獎項於下個月的

(每月 1 名)

15 號抽出(若遇例

並至少 1 日至彩蛋 兒童神奇動力沙組合
箱(每月 3 名)
Fitbit 運動手環

好獎抽

抽獎時間及

SPA 泡腳機

遊具打卡

佔領公園

活動

當月 10 天完成公

公園累點趣 園打卡及設施打卡
兒童好禮

抽獎獎項

假日，則順延至下
一個工作日抽
獎)，抽獎以錄影

(每月 1 名)

110 年 方式，邀請律師見

團隊成員每月至公

空氣清淨機

6-8 月 證，影片將上傳至

園完成打卡 7 次

(每月 1 台)

「新北衛什麼粉絲

※符合資格的團隊，

團」公告，公布得

每成員皆可參加抽獎

獎日當日將以 E-

使用 30 枚健康

Mail 或手機簡訊通

幣，可至兌換專區 手持式蒸汽掛燙機(每

知得獎者。

-抽獎活動參加抽

月 1 名)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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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獎方式：各獎項公布得獎日將以 E-Mail、手機簡訊及電話通知得獎者，通知信將
寄送至 APP 註冊時登記的 Email，民眾需在指定日期回覆指定資料，後續由執行單
位通知領取獎品。
參、 健康幣集點規則說明
項目
【下載或首次登入】

健康幣
20 個健康幣(每人僅領取 1 次)

【登入 App】

每日 2 個健康幣

【計步】達成萬步

每日 2 個健康幣

【健康】輸入任依量測值(睡眠除外)

每日 1 個健康幣

【飲食】完成飲食分析

每日 2 個健康幣

【運動】達成 30 分鐘

每日 1 個健康幣

【活動】完成動健康教室

每日 2 個健康幣

【群組】大排行榜萬步達標天數排名第 1 名
(排名依據前一整日總步數計算)
【群組】大排行榜萬步達標天數排名第 1 名
(每月達成萬步次數最多者)
【群組】大排行榜天天登入成就
(達成每月天天登入動健康 APP 者)

每日 3 個健康幣
每月最高者：3 個健康幣
每月最高者：3 個健康幣

【月月好彩頭】每月 1 號登入 APP

每月 10 個健康幣

【1 日餐盤】每月 1 號完成我的飲食今日分析

每月 10 個健康幣

【1 步登天】每月 1 號上傳計步數據者

每月 10 個健康幣

【品牌好康送】每月任 7 天透過新北動健康 APP
結盟品牌設備上傳紀錄者
【公園在身邊】指定公園打卡
【設施好好玩】公園設施打卡
【健康點點名】完成資料更新者即可獲得 50 點
【揪好友行動】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手機雙方
各獲得 10 點

每月 15 個健康幣
每日 2 個健康幣
每日最高 3 個健康幣
(一個設施 1 個健康幣)
每帳號 50 個健康幣(限一次)
每帳號 10 個健康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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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行動】65 歲以上新用戶輸入推薦用戶手

每帳號 20 個健康幣

機雙方各獲得 20 點
【佔領公園】團隊成員每月至公園完成打卡 7 次

團隊各成員每月 100 個健康幣

【健將月月衝】團隊總步數每月完成 200 萬步

團隊各成員每月 100 個健康幣

【健將日日走】團隊總步數每天完成 10 萬步

團隊各成員每日 10 個健康幣

【休閒成長營】團隊內當日超過 8 成成員完成計
步數據上傳

團隊各成員每日 2 個健康幣

肆、 健康幣使用說明及活動辦法
一、 兌換資格：凡填寫帳號、身分資訊、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居住地通訊地址並
通過手機簡訊驗證者，均可參加健康幣累積兌換及抽獎機制，但若違反以下內
容者，主辦單位保有停止兌換權利。
二、 健康幣使用範圍：健康幣於兌換取得回饋項目前非屬會員之資產，故不得要求
折換現金或其他非回饋商品之給付，亦不得要求轉移或合併於其他會員或任何
第三人帳戶中。
三、 兌換內容說明
(一) 兌換商品以活動規劃內容為主。
(二) 主辦單位保留各項商品上、下架及兌換期限之權利。
(三) 健康幣兌換機制提供之商品，一經兌換一律不受理退換。
(四) 商品皆有份數限制，當商品全數兌換完畢後，會員不得堅持兌換。
四、 兌換方式
(一) 兌換資訊綁定：會員兌換商品時，得經由新北動健康 APP「兌換專區」點
選兌換。未完成帳號、身分資訊、手機號碼、電子信箱、居住地通訊地填寫
並經手機簡訊驗證者，不得要求健康幣兌換。
(二) 健康幣兌換機制僅限以新北動健康 APP 使用，新北動健康官網(https：
//f4a.tw)不提供健康幣累積及兌換服務。
五、 兌換商品使用方式分兩種，使用時皆不得要求以截圖、圖片檔案、轉傳檔案、
複印、紙本、寄送等其它非系統方式進行兌換，且同一序號不得重複兌換。
(一) 電子點數與序號：線上兌換成功後，系統頁面即會呈現一組序號，請使用該
組序號於有效期間至指定店家電子平台進行點數兌換。針對電子點數兌換或
使用上的問題，請洽該店家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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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體店家服務：線上兌換成功後，系統頁面即會呈現一組序號，請使用該組
序號於有效期間內至指定店家地點出示序號，會由店家專人進行確認。針對
課程兌換或使用上的問題，請洽該店家客服。
六、 商品使用期限：線上已兌換成功的各品項均有效期限制，請遵照各項商品頁面
上的規定於指定日期前使用完畢，逾期恕無法使用及補發。
七、 抽獎活動辦法與得獎名單依網站上公布為主，得獎名單將於活動結束後抽出後
並公告於新北動健康 APP，由執行單位主動通知得獎者。
八、 抽獎發送獎品過程中，若發生不可抗拒原因導致出貨延後或無法贈送之事項，
主辦單位有權更換等值贈品，不得要求更換、折讓或折抵現金。
九、 相關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載明於手機 APP 公告中，參與本活動參與者即接受本
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規範，若有違反，主辦單位得以取消其參加及得獎
資格，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追究權利。
十、 參加者須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資料均屬真實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意第三人
之資料、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如有資料不實或盜用導致損害單位或其參加及
得獎資格，並對於任何破壞本活動之行為保留相關追究權利。
十一、 中獎人須同意活動主辦單位將其個人資料(僅限名字與部分聯絡方式之資訊)
於本活動公告及使用，其餘關於個人資料的蒐集、使用及刪除等，依照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規定辦理。中獎人須在參加抽獎時確認會員資料中的資料是否正
確，以便日後主辦單位寄送得獎通知郵件及簡訊，若因得獎者無提供正確資
料，導致無法接收得獎通知或逾期回覆，主辦單位可主動取消得獎資格。
十二、 與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對於參加者產生的任何成本及花費，例如手機上網
連線費、註冊費及 ISP 連線費等沒有任何義務及責任。主辦單位保留審查參
加者資格之權利，及修改活動辦法、獎品內容及數量等權利。
十三、 嚴禁使用程式或其他方式進行系統干擾偽造之行為，如經主辦單位查證發現
不法作弊情形，主辦單位將取消中獎資格。
十四、 任何破壞活動進行、破壞網站管理者的運作、違反網站管理者使用條款者，主
辦單位得以保留取消其參加活動資格之自主權。同時，對於任何人以詐騙行
動或其他足以傷及本活動或網站之個人，主辦單位保留對其之法律追訴權。
十五、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超過新台幣 1,000 元，中獎人於年度報稅時須
計入個人所得，故於中獎獎項提供後，所得稅徵收前將收到主辦單位發出之
扣繳憑證。中獎金額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須先繳交 10%機會中獎稅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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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不論中獎人所
得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額。中獎人應先繳納中獎所得稅
後，主辦單位方將中獎獎項提供予中獎人(中獎人未能於中獎名單公布一週內
依法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喪失獎資格)。中獎人應提供申報相關文件(身分證
正反影印本)予主辦單位，使得領取活動獎項。
十六、 本次活動亦與蘋果公司（Apple Inc.）無關，蘋果公司（Apple Inc.）非活動發
起人，也未以任何形式參與本次活動。
十七、 修改與終止：主辦單位保留修正、暫停與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十八、 本活動專線為：02-27088672*25 魏小姐，若有活動相關問題請於週一至週五
上午 9 點至下午 6 點前來電詢問。
十九、 本活動主辦單位為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執行單位為大寶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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