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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109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活動辦法 
一、目的 

藉由生動有趣的文宣創作，讓民眾了解購物消費使用雲端發票之

觀念及地方稅知識，發揚租稅對國家建設發展的正面意義，透過

競賽廣徵優良稅務文宣及延伸運用，以達租稅教育及宣導之廣泛

性、具體性及效率性。 

二、參賽資格 

  （一）對文宣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共分四組。 

  （二）學生年級認定皆以 109年度學籍為主。 

1.國小中年級組(憑戶口名簿或健保卡影本)：國小三年級到四

年級學生。 

2.國小高年級組(憑戶口名簿或健保卡影本)：國小五年級到六

年級學生。 

3.國中組(憑學生證影本)。 

4.高中(職)及社會人士組：高中職(含)以上之學生或社會人

士。 

5.以上組別如由學校統一送件，可不必檢附上述文件。 

三、文宣標題及內容：各組別指定文宣標題及內容如附表一，文宣中

應呈現指定文字(亦可以表格呈現)，版面構圖、文字排版、插圖

等可自由創作。 

四、作品規格 

(一)作品平面規格大小為 A4尺寸（29.7cmx21cm，直式、橫式不限）

或 21cmx17.5cm（限橫式)，可運用圖片、照片等平面素材，不

得使用立體物品製作。 



2 

 

(二)作品下方或找適當位置置放以下內容(需含宣導標語(任選二

款)、本處 FB粉絲專頁名稱「稅不著-呼叫暗光鳥」、本處機關

名稱及廣告字樣)，以下範例以高中(職)及社會人士創作組-文

宣三為例： 

文宣

範例 

 

宣導

標語 

以下標語擇二： 

1.統一發票兌獎 APP，24小時兌獎鄰距離 

2.統一發票兌獎 APP 讓您隨時隨地對獎、領獎、歸戶、捐贈及

宣導標語 

 

機關名稱 

 

廣告字樣 

 

粉絲專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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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雲端發票 

3.行動支付結合雲端發票好便利 

4.別讓權利睡著了，納保法保護您！ 

5.雲端發票樂透了，加碼再加碼，總獎金高達 2.95 億! 

6.行動支付 e指通，繳稅方便真輕鬆! 

7.雲端發票 e消費，行動支付最速 pay! 

8.納稅者權利保護，納保官為您服務 

9.雲端發票結合行動支付，讓你想 pay就 pay! 

10.雲端發票真環保，自動對獎免煩惱 

(三)作品以紙本繪圖或電腦繪圖輸出為主。 

(四)電腦繪圖者，原稿以列印稿呈現，交稿時應提供以下電子檔，

並以中文姓名作為檔名，存放在光碟片或隨身碟，隨同原稿繳

交： 

1.A4圖檔(JPG檔、解析度 300dpi以上、CMYK模式) 

2.可供編輯之原始檔:如 AI 檔(字型轉外框、圖片嵌入)、PSD

檔或 CSP檔（無則免交） 

(五)內容不得有政治色彩或校徽、姓名等足資識別個人身分之內容，

違反者取消比賽資格。 

五、收件方式及時間 

(一) 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09年 11月 30日止 

(二) 收件方式 

      1.參賽作品請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於上班時間(08:00-12:00、

13:30-17:00)親送至本處(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22002 新

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43 號 8 樓企劃服務科謝小姐收，電

話:02-89528129)，並請於信封上註明「稅務文宣創作比賽」。 

2.參賽者報名資料應包含：參賽作品併同報名表、參賽同意書、

參賽者之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健保卡影本或戶口名簿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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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學校統一送件者，可免附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健保

卡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六、評審及領獎方式 

(一)參賽作品將依作品規格、繪畫內容的創意性，並由主辦單位聘

請 6名專業學者擔任評審工作。 

(二)各組各獎度之獎勵名額，得視入選作品之水準及參賽件數之多

寡酌予調整或從缺。 

(三)得獎名單將於 110年 1月下旬公布於本處官網及粉絲專頁「稅

不著-呼叫暗光鳥」。 

(四)所有得獎者禮券(獎品)及獎狀：將以雙掛號寄送至得獎者所提

供之通訊地址，如所提供之地址不正確，郵寄經退回，本處將

不再寄出。由學校統一送件者，將寄送至學校，由學校轉交得

獎者。 

(五)所有獎項最遲應於 110 年 2 月 15 日下班前至本處企劃服務

科領取完畢，逾時視為放棄領獎資格。 

(六)為鼓勵學生之優良表現，建議各校得依學生得獎獎度予以口頭

嘉勉、公開表揚、嘉獎、小功、大功或其他適當獎勵措施。 

(七)競賽獎金悉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辦理。 

七、評審標準 

(一)作品切合性占 40%:作品排版、構圖等呈現方式是否切合主

題。 

(二)創意設計占 30%:作品呈現之創意性。 

(三)表現技巧占 30%:繪畫技巧及作品呈現的流暢感與完整度。 

(四)總得分排名相同，以「作品切合性」項目得分高低作排名標準，

仍同分者依序按「創意設計」、「表現技巧」作排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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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一)送件參賽時，如未附光碟片或繳交資料不足者，限一星期內補

件，未依限補件及規格、作品內容不符者，將不予受理。 

(二)參賽作品請自留底稿，概不退回，並同意授權主辦單位自由運

用、重製。 

(三)每位參選者送件作品數量不限，但得獎作品以一件為限。 

(四)參加者請留真實姓名、郵寄詳細地址及聯絡電話供主辦單位作

為寄送得獎禮券及獎品用，若因資料填寫錯誤致無法通知得獎

訊息時，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責任。 

(五)已獲其他單位獎項者，不得重複參賽，如有重複參賽、模仿或

剽竊他人作品參加獲選者，一律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六)參賽者同意遵守活動辦法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有修正、       

解釋及補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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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獎勵： 

獎度 
各組 

錄取件數 
各組獲獎獎金 

特優 1件  8,000元全家禮券+獎狀 1紙 

優等 2件 6,000元全家禮券+獎狀 1紙 

甲等 3件 5,000元全家禮券+獎狀 1紙 

佳作 20件 PERFECT不鏽鋼保溫瓶+獎狀 1紙 

幸運獎 
凡送件參賽，其作品規格、租稅內容符合規定者，均可參加抽

獎，將抽出 10名幸運者，每位可獲得全家禮券 500元。 

網路票選人氣獎 
各組獲獎作品分次露出於本處粉絲團供票選，作品貼文

之「按讚+分享」合計數最高者獲得「人氣獎」，可獲得

1,000元禮券。 

網路票選粉絲獎 

自獲得「人氣獎」之貼文按讚粉絲中抽出 20 名，可獲得

全家禮券 200元，由「Facebook粉絲團留言抽籤小助手」

程式抽出得獎者，得獎者需為本處粉絲專頁粉絲，網路

人氣票選詳細活動辦法，屆時將公布於本處粉絲團。 

※以上各組各獎度獎勵名額，得視入選作品之水準及參賽件數之多寡酌予調整或

從缺。 

※為鼓勵學生之優良表現，建議各校得依學生得獎獎度予以口頭嘉勉、公開表

揚、嘉獎、小功、大功或其他適當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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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9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共分四個組別) 
國小中年級創作組 

國小高年級創作組 

國中創作組 

高中(職)及社會人士創作組 

 

國小中年級創作組 

 指定文宣標題如下(以下文宣任選 1款製作) 

(以下文宣標題 14擇 1，文宣標題 1-6需加注音) 

文宣標題一：國家建設要更好，誠實納稅不可少 

文宣標題二：全民納稅是義務，國家建設更進步 

文宣標題三：雲端發票好處多，節能減碳真環保 

文宣標題四：雲端發票真便利，自動對獎免煩惱 

文宣標題五：購物消費索發票，誠實納稅要記牢 

文宣標題六：男女皆平等，職場無差別 

文宣標題七：行動支付真智慧，購物消費輕鬆掃 

文宣標題八：手機條碼好處多，儲存發票更便利 

文宣標題九：線上繳稅真輕鬆，簡單ｅ按就成功 

文宣標題十：納保專法已上路，保護權利無煩惱 

文宣標題十一：稅捐爭議不用怕，納保官讓您諮詢 

文宣標題十二：你我聰明反詐騙，防詐專線 165 

文宣標題十三：身心障礙者本人車輛，使用牌照稅免稅「免申請」 

文宣標題十四：109 年 9月 16日起，便利商店繳稅每筆限額提高至 3 萬元 

 

國小高年級創作組 

指定文宣標題及內容如下(以下文宣任選 1款製作) 

文宣一(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我不刷存在感 只刷雲端發票 

文宣副標：發票存雲端 便利又好康 

◆自動對獎、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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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領獎帳號，中獎獎金自動入帳，免繳印花稅 

◆避免發票損毀或遺失 

◆增加專屬獎金，可享雙重對獎，總獎金高達2億9,500萬元(15組百萬元獎，15,000

組 2千元獎，50 萬組 500元獎) 

文宣二(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國地稅 儍儍分不清嗎？ 

文宣副標：國稅地稅大不同，找對機關沒煩惱 

◆政府稅收分為「國稅」及「地方稅」兩大類 

◆國稅是由各地國稅局負責徵收，包括關稅、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貨物稅、證

劵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營業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等九種稅目 

◆地方稅是由地方稅務局（或稅捐稽徵處）負責徵收，包括地價稅、土地增值稅、

田賦(目前停徵)、房屋稅、契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印花稅等八種稅目 

 

國中創作組 

指定文宣標題及內容如下(以下文宣任選 1款製作) 

文宣一(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怎麼這麼好 健保卡(健保卡可用圖示表示)不卡卡 

文宣副標：網路查詢、繳稅、報稅，健保卡一卡就通 

◆先註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網站） 

◆查繳當期開徵的使用牌照稅、地價稅、房屋稅（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平台） 

◆申請稅務案件（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申報期限內的綜合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畫者參考，無須呈現於文宣中） 

主題說明 

◆健保卡需先在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網站完成網路服務註冊 

 1.健保卡可以在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平台査繳當期開徵的使用牌照稅、房屋

稅、地價稅 

 2.健保卡可以在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申請稅務案件(例

如：申請核發地價稅繳納證明) 

 3.健保卡可以於申報期限內申報綜合所得稅 

 4.健保卡可以於申報期限內申報遺產及贈與稅 

 
 

文宣二(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講到發票兌領獎 你會想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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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副標：多元管道任你選 

◆實體通路 

 1.第一銀行、彰化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全部獎項) 

 2.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二獎(含)以下及雲端發票專屬千元獎) 

 3.四大超商、全聯、美廉社(五獎及六獎) 

◆網路通路：統一發票兌獎 APP(雲端發票全部獎項及電子發票證明聯五、六獎) 

◆郵局不再提供兌獎服務喔~ 

文宣三(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為了遇見更美好的未來 按時繳稅 誠實納稅 

文宣副標：地方稅三大定期開徵稅目  

◆使用牌照稅 4 月開徵：汽車(自用、營業用上期)、機車(151CC以上)       

10月開徵：汽車(營業用下期) 

◆房屋稅 5月開徵：每年一次 

◆地價稅 11月開徵：每年一次 

(逾期繳稅，每逾 2 日按滯納稅額加徵 1%滯納金，最高加徵至 15%) 

文宣四(步驟 1-4亦可用圖示表示) 

文宣標題:行動支付輕鬆ＰＡＹ，雲端發票最方便 

步驟 1.下載行動支付ＡＰＰ 

步驟 2.綁定信用卡或銀行金融卡等付款工具 

步驟 3.綁定手機條碼 

步驟 4.結帳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並以行動支付完成結帳 

 

高中(職)及社會人士創作組 

指定文宣標題及內容如下(以下文宣任選 1款製作) 

文宣一(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是什麼？ 

◆五大重點 一次掌握： 

◆基本生活費用不課稅 

◆落實正當法律程序 

◆公平合理課稅 

◆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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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賦稅人權及伸張租稅正義 

文宣二(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命中註定保護你  搜尋🔍納保官 

◆稅捐爭議需要溝通協調 

◆申訴陳情 

◆尋求行政救濟之必要諮詢與協助 

以上均可申請納保官提供專業協助 

☆各稅捐機關官網搜尋「納保官」（搜尋可用圖示表示） 

文宣三(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納保法、保護您，您不可不知 

◆調查過程可錄影錄音 

◆接受調查得偕同代理人、輔佐人到場 

◆設置納保官協助處理稅捐爭議 

◆設置稅務專業法庭及簡化救濟程序 

請搜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搜尋可用圖示表示) 

文宣四(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地價稅節稅密碼 0922 

文宣副標：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省很大 

◆一般稅率 10‰起→優惠稅率 2‰，至少省 4倍 

◆9月 22 日前申請審核通過，當年度即可適用 

立即申請⼞(請預留正方形空間由本處後製 QRcode)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畫者參考，無須呈現於文宣中） 

主題說明:  

◆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為 2‰，一般稅率為 10‰-55‰累進稅率，應於開徵 40

日前(9 月 22日前)向各稅捐稽徵機關申請，當年度才可適用，逾期則自次年起適

用。若已核定而用途未改，以後可不必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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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五(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小歇片刻就好 權益別睡著 

文宣副標：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2‰ 

◆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直系親屬在該地設有戶籍登記 

◆沒有出租或營業 

◆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都市土地以 300平方公尺〈約 90.75 坪〉為限；非都市土地以 700 平方公尺〈約

211.75坪〉為限 

◆土地所有權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的自用住宅只能一處 

符合以上要件者 立即申請 ⼞(請預留正方形空間由本處後製 QRcode)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畫者參考，無須呈現於文宣中） 

主題說明: 

◆原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如有營業、出租或戶籍遷出，不

符自用住宅用地規定時，應即向稅捐機關申報，改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嗣後如

符合要件，亦須重新提出申請，始能再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如未申報經查獲，

將依規定核課補徵。 

 

文宣六(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9月 22日前申請節省 4倍稅金哦! 

文宣副標：地價稅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2‰ 

適用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直系親屬在該地設有戶籍登記 

◆沒有出租或營業 

◆土地上的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所有 

◆都市土地以 300平方公尺〈約 90.75 坪〉為限；非都市土地以 700平方公尺〈約

211.75坪〉為限 

◆土地所有權人與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的自用住宅只能一處 

◆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 

───────────────────────────────────－ 

文宣七(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身心障礙自由行 免牌照稅更便利 

◆身心障礙免稅車輛汽缸排氣量以 2,400cc為限，超過部分需課徵差額稅款。 

◆身心障礙者本人的車輛：免申請、主動審核、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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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配偶或同戶二親等以內親屬的車輛：需主動提出申請 

文宣八(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因為愛情 所以悲傷 因為未稅 所以被罰 

文宣副標：未繳牌照稅 行駛罰很大 

◆欠繳使用牌照稅，若被發現行駛或停放於道路上，除補稅外，還要被罰喔！ 

◆按未徵起應納稅額每次處 0.3倍罰鍰，累計裁處罰鍰最高以 0.9 倍為限。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畫者參考，無須呈現於文宣中） 

主題說明: 

◆逾期未完稅之交通工具，在滯納期滿後使用公共道路被查獲，除補稅外，處應

納稅額 1 倍以下之罰鍰。 

 
 

文宣九 

文宣標題:不能說的秘密 只想告訴你 

文宣副標：房屋稅擇定自住省超多 

新北市房屋稅稅率 

住家用 
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 1.2% 

其他供住家用 1.5% 

非住家用 

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用 2% 

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

務所使用 
3% 

(亦可不用表格呈現) 

文宣十(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有一種悲傷 就是沒擇定 

文宣副標：自住房屋稅率 1.2%最優惠 

◆申請條件看這裡： 

  ◆無出租。 

  ◆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戶內。 

◆重新擇定為自住房屋者，請向房屋所在地方稅捐機關提出。 

  立即申請 ⼞(請預留正方形空間由本處後製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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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十一(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歡迎進入 多元繳稅管道 

文宣副標：多元管道任你選 輕鬆繳稅真方便 

◆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 

◆約定轉帳 

◆自動櫃員機轉帳 

◆信用卡 

◆便利商店(每筆金額以新臺幣 3萬元為限)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 

◆晶片金融卡 

◆臨櫃刷卡 

◆行動支付 

文宣十二(作品無需顯示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多元繳稅全攻略 e 化繳稅最方便 

◆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 

◆約定轉帳 

◆自動櫃員機轉帳 

◆信用卡 

◆便利商店(每筆金額以新臺幣 3萬元為限)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 

◆晶片金融卡 

◆臨櫃刷卡 

◆行動支付 

文宣十三(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行動支付繳稅 繳稅 e起輕鬆 Pay 

◆適用稅目: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含隨課補徵)、地價稅(含隨課補徵)、土地增

值稅、契稅、違章罰鍰及綜合所得稅 

◆可透過以下行動支付 APP繳稅 

◆台灣行動支付、ezPay 簡單付、i繳費、豐錢包、高銀行動 e點通、 三信行

動 Plus、中國信託行動銀行 Home Bank 及玉山 Wallet等 

◆有連結「台灣 pay」之銀行行動網銀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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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十四(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減紙愛地球 稅單、繳納證明 e 起來 

◆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地價稅 

◆申請後每年就可收到電子繳款書、轉帳通知及繳納證明 

立即申請⼞(請預留正方形空間由本處後製 QRcode)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主題說明: 

透過本服務可申請使用牌照稅、房屋稅及地價稅之電子繳款書、轉帳通知及繳納

證明，此項服務為長期服務，申請後每年均會收到申請之電子文件。 

 
 

文宣十五(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宅在家申辦電子稅務文件 e 化新潮流 線上即時查 

◆個人所得資料、財產資料、繳納證明、繳款書、課稅明細表等 34 項電子稅務文件 

◆使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已註冊健保卡 

◆1小時即可取件 

立即申請⼞(請預留正方形空間由本處後製 QRcode)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主題說明: 

透過電子稅務文件網站，申請人利用憑證線上申辦所需之電子稅務文件，在家可

申辦，1 小時即可回原網站下載申辦之電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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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十六(作品無需顯示◆此符號) 

文宣標題：Tax Payment Options 

You can choose to pay your taxes via any of the following tax payment options: 

◆Paid by Cash 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except the post office) 

◆Convenience store payment (Maximum payment amount is NT$ 20,000.From 

September 16th,2020, the tax collection limit will increase to NT$30,000.) 

◆ATM transfer 

◆Pre-designated transfer (Application for pre-designated transfer must be completed 2 

months prior to tax collection) 

◆Tax payment on the Internet (transfer via credit card, demand deposit account, or 

financial chip card) 

◆QR-Code (Link to tax payment service website by scanning QR-Code on tax bill) 

◆Payment APP 

◆Tax payment by phone 

◆Online tax inquiry and payment 

◆Multimedia machine (KIOSK) tax bill printing and payment service at convenience 

stores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中文翻譯: 

◆多元繳納管道 

您可以選擇下列任一方式進行繳納:金融機構臨櫃繳納稅款(不含郵局)、便利商店

繳稅(限 2 萬元以下，109 年 9 月 16 日起提高至 3 萬元以下)、自動櫃員機(ATM)

轉帳繳稅、長期約定轉帳繳稅(稅款開徵前 2 個月前需完成申請)、網路繳稅(以信

用卡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或晶片金融卡進行轉帳繳稅)、QR-Code 繳稅(掃描繳

款書上 QR-Code 行動條碼連結至繳稅服務網站)、行動支付工具繳稅、電話語音

繳稅、線上查繳稅、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KIOSK)補單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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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十七 

文宣標題：The Taxpayer Rights Protection Act protects your rights. 

Learn more about your rights. 

1.Offer assistance to taxpayers to communicate and coordinate tax disputes. 

2.Enhance essential consultation and assistance to taxpayers seeking remedy. 

3.Maintain the basic living of taxpayers. 

4.Achieve tax equity. 

5.Implement due process of law.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中文翻譯: 

◆納保法保護您 

保護什麼 看這裡 

1.協助民眾解決稅捐爭議 

2.強化納稅者救濟保障 

3.保障基本生活 

4.落實公平合理課稅 

5.落實正當法律程序 

 

文宣十八(作品無需顯示數字符號) 

文宣標題：To protect taxpayer rights, taxpayer rights protection ombudsmen will be of 

assistance to you. 

Service Items： 

1.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over tax dispute. 

2. Acceptance of complaints or petitions of taxpayers. 

3. Providing consultation and assistance while taxpayers seek tax remedy.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中文翻譯: 

◆納稅者權利保護 納保官為您服務 

服務項目： 

1.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2.受理申訴或陳情 

3.尋求救濟時諮詢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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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十九(作品無需顯示數字符號) 

文宣標題：Greater chances of winning the lottery via e-invoicing 

1. Eco-friendly 

2. Lottery winning notification 

3. Automatic lottery checking 

4. Designated prizes for e-invoices (multiple five-hundred-dollar, two-thousand-dollar and 

one-million-dollar prizes) 

5. Automatic prize remittance to user’s bank account 

6. Easy invoice management 

7. Avoid missing/lost invoices8. Uniform Invoice Lottery Redemption APP combines 

functions of invoice aggregation, donation, storage, lottery checking and 24-hour online 

prize redemption service which will credit the winnings to users’ accounts. 

8. Uniform Invoice Lottery Redemption APP combines functions of invoice aggregation, 

donation, storage, lottery checking and 24-hour online prize redemption service which 

will credit the winnings to users’ accounts. 

 

備註（以下資訊僅供參賽者參考，無須呈現於作品中） 

中文翻譯: 

◆雲端發票中獎機率大增 

1.節能減碳真環保 

2.中獎主動通知 

3.系統自動對獎 

4.雲端發票專屬獎金(多組 500 元、2000 元、100 萬) 

5.獎金自動匯入帳戶 

6.發票免整理，方便管理 

7.避免發票遺失 

8.「統一發票兌獎」APP 讓您隨時隨地對獎、領獎、歸戶、捐贈及儲存雲端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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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9 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 

參賽同意書 

感謝您報名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以下稱本處）辦理之109年度稅務文宣

創作比賽（以下簡稱本活動）。本參賽同意書列明本處將如何處理所蒐集到的個

人與作品資料以及您同意配合之事項。當您勾選本同意書內容、並簽署本同意書

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參賽同意書所有內容及其後之變更規定。 

壹、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本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8條規定，告知您下列事項，

敬請詳閱：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本處取得聯繫通訊及個人資料，目的在進行本活動相關甄選及表揚等作業，

其蒐集、處理及使用您個人資料受到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及利用方式、期間、地區及對象： 

本次蒐集與使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公布

得獎名單、本活動範圍內之資料處理、行政事務、發送相關訊息等相關活動。利

用期間為法令規定資料應保存之期間。利用對象為本處、與本處合作推廣之單位、

其他與本處所有業務往來之機構、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監理機關。 

三、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就本處保有之個人資料，您可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處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處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

費用。 

（二）得向本處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處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處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者，得不依請求為之。 

（四）得隨時透過本處提供之聯絡管道要求停止利用相關個人資料。本處接獲通

知並確認身分後立即受理，並立即通知相關業務所屬部門辦理。 

四、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但您若拒絕（勾選不同意者）提供相

關個人資料，本處將無法受理其報名及後續相關作業。 

貳、著作使用授權條款 

（一）本人同意於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非專屬授權貴處無償利用，且不限定該著

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時間、媒體型式、次數、重製次數、內容與方法，

貴處並得授權第三人利用，進行電子書、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

開傳輸、提供讀者進行免費下載、列印、瀏覽等服務之行為。 

（二）保證不對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經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向受告知人（以下簡稱本人）告知上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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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資料使用同意： 

本人已清楚瞭解貴單位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並□同意  □不同意  貴單位在上述蒐集目的內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著作使用授權同意： 

本人已清楚瞭解本活動之著作使用授權條款，如本人創作之著作無論得獎

與否將  □同意   □不同意遵守上述所有條款內容。 

三、展覽作品具名與否： 

    得獎作品若展覽於本處(總分處)大廳、其他公共空間或將作品集結出版成冊

等方式宣導予大眾，作品 

     □同意具名   □不同意具名。 

 

針對本活動公布之所有規定， 

一、本人已充分了解109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並同意確實遵守所有規定，並

絕對尊重評審評分結果，若有違規情事，願被取消參賽資格，決無異議。 

二、本人及提供之作品係本人之創作，且無仿冒抄襲情事，所提報名表資料正確

無誤，如有違反或填報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遵守評審結果，絕無異

議。 

此致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 

創作者 

簽名 
 

法定代理人

簽名 

未滿20歲之創作者，須由創作者之法定代理人一同簽名，並標註法定代理

人與創作者之關係 

法定代理人

與創作者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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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09 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報名表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年齡 

民 國 ___ 年 ___ 月 ___ 日                

年齡:____________歲 

就讀學校(在職人士免填) 

縣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文宣編號  

組別 
⼞國小中年級創作組   ⼞國小高年級創作組   
 
⼞國中創作組      ⼞高中(職)及社會人士創作組 

通訊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戶籍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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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寄件地址:  

 姓名(校名): 

 連絡電話: 

收件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企劃服務科 

謝桂玲 小姐收 

2200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43 號 8樓 

(109年度稅務文宣創作比賽) 

請檢查以下資料是否有隨同寄出: 

     □報名表   □參賽者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或戶口名簿影本(學校統一送件免附) 

     □參賽同意書    □參賽作品    □電腦繪圖及光碟片    

 感謝您熱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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