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訊息內容
Activity Information

4/7 - 5/19
全民集萬步 走入WHA

From 7th April to 19th May, let’s walk 10,000 steps and also walk into WHA together!

世界衛生組織(WHO)訂定年4月7日為「世界衛生日」，為表彰全

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的目標，並同

步響應世界衛生大會(WHA)於今年5月19日「說到做到」-Walk

the talk活動。

我國歷年出席WHA及WHO技術性會議的專業表現，已獲國際社

會對我醫衛實力的肯定。我們期盼在國際及相關各方支持下，專

業、務實、有貢獻參與國際衛生事務，自4月7日至5月19日止，

將號召全民一起累計步數，將台灣至日內瓦的距離串聯起來！支

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2400萬步

We organize the activity in response to the “World Health

Day” on 7th April and also in response to the activity “Walk

the talk” which is held on 19th May by WHO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We have earne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for ou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on the WHA and WHO technical

meetings and our public health strengths.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forward to participating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affairs with the supports from international and related units.

From 7th April to 19th May, we are going to call everyone in





Let’s GO!! Taiwan to walk with us, to build a walking distance from

Taiwan to Geneva, to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4,000,000 Steps
Let’s GO!

9,992,363,851

目前已累計抵達日內瓦世界衛生日步數(Cumulative steps!)

世界衛生日 健走進行式 (World Health Day, Healthy Progression) 

Keep Walking 讓台灣走入世界 支持參與世界衛生組織(Let Taiwan walk into the world; Support Taiwan to join WHA)

參加集步線上抽獎活動
Join to the activity! (Connect to the form)

獎勵說明

請填寫電子郵件(telephone number) 請填寫步數(cumulative steps)

請填寫姓名(Name)

電話(telephone number)

圖片壓縮

No file chosenChoose File

上傳步數佐證資料(例如手機計步畫面、計步器/手環步數紀錄，檔案大小不得超過1MB) 
Uploading evidence of your steps

I'm not a robot
reCAPTCHA
Privacy - Terms

個人表單(Individual) 團隊表單(group)

送出

https://squoosh.app/
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terms/


集步說明：(Description)

個人步數上傳：(Upload your own cumulative steps)

1. 填寫參加線上集步活動之表單 (Complete the form online)

2. 完成計步器或是手機畫面上傳 (Upload the picture of your own cumulative steps)

團體步數上傳：

填寫參加線上集步活動之表單。(Upload your group cumulative steps)

獎勵活動：(The rewards)

個人獎：(Individual rewards)

可獲得超商200元禮卷(20位)或精美紀念毛巾一條(30位)，每人限獲獎1次。

200 NTD convenience store coupons for 20 people or exercise towel for 30 people, per person only can get one reward.

抽獎時間：(The lucky draw time)

1. 預定於108年5月24日前於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抽出50位幸運兒，可獲得7-11 200元禮券 (20組)或精美紀念毛巾一條 (30條)！
(依照上傳健走步數排名，上傳步數前20名獲7-11 200元禮券，後30名獲得紀念毛巾) The Health Promotion Administration will
draw out 50 lucky winners to get 200NTD 7-11 coupons and exercise towels before 24th May.

2. 預訂於108年5月31日前公告得獎名單。 

We will publish the list of lucky winners on 31st May

團體獎：(Group rewards)

於108年5月31日前公告累積步數最多之前10名團體名稱，並寄送電子感謝狀。

we will publish top 10 group name on the website and send them an electronic certificate before 31st May.

詳細贈獎禮品及贈獎方式將於4月15日前公告於本活動網站。(More information will be announced on this website, please keep
followed)

一同前進WHA，線上集萬
步抽獎 
Let’s walk to WHA, and
join our online lucky
draw!
響應全民健康覆蓋UHC，串聯世界衛生大會WHA，匯集2400萬步，從台灣傳遞 到日內瓦這一
份支持的力量！一起說到做到-Walk the talk！ 
Let’s suppor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walk 24,000,000
Steps from Taiwan to Geneva, and also walk into WHA. LET’S JOIN “WALK THE TALK”
TOGETHER!!!

活動時間：(Activity Date and Time)
2019.4.7 AM9:00 – 2019.5.19 18:00 (GMT+8)

https://tw-wha.com.tw/wp-content/uploads/2019/04/p-01.jpg


指導單位/主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協辦單位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抽獎流程：

1. 活動截止日：108年5月19日 18:00截止 (以上傳時間為憑)

2. 活動抽獎日：108年5月24日 12:00(於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會議室中抽獎)

3. 獎項寄送日: 將於108年6月15日前依序寄出抽獎贈品。

4.  中獎者請自行上活動網站查詢中獎名單，或注意登記之信箱，本活動小組收不另行通知。

5. 中獎者與兌獎者需為同一人，本活動不得轉讓他人兌獎。

6. 詳細活動辦法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或洽專人陳先生02-8792-8888 #87111，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09:00～18:00(不含國定例假日/過年期間)。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主辦單位為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活動執行單位為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本活動參加者於線上報名活動同時即已同意並接受本活動所

有規範，活動辦法及中獎名單依活動網站之公佈為準。本活動所得之個人資訊，僅作為日後主辦單位及其品牌之消費者活動宣傳之使用，不會作

為它途使用。

2. 主辦單位有變更、取消活動內容而不作事前通知之權利，亦有權對本活動之所有事宜作出解釋、裁決或補充協議。若涉及蓄意操作之不正當行

為，足以影響活動抽獎公正性之中獎者，均視為無效中獎，主辦單位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3. 所有憑證（包括上傳核對照片、步數、姓名、電話等資料），須經主辦單位檢核並以主辦單位審核為準；若登錄資料錯誤與系統登錄不符，或任

何不完整、損毀、偽造、經改動的、複製的憑證均視為無效，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相關兌獎資格。

4. 為維護抽獎活動之公平性，每人每日以參加1次為限。參加者成功集步後將會收到一則感謝通知信。即可確認參加完成。

5.  獎項不另行備取。



6. 活動參加者需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並未冒用或盜用他人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資訊，主辦單位將取消其中獎資格，並

就其損害主辦單位或任何第三人權益，保留一切民、刑事訴追之責。

7. 如因寄送過程中發生信件遺失、信封破損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原因導致贈品遺失或無法辨識，或得獎者資料填寫不完整或不清楚，導致

未能或不符資格兌獎，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無需為此負任何責任。

8. 獎品寄送過程中，因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造成損壞、延遲，錯遞或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獎品以實物為準, 恕不提供挑選、轉讓、折

現、更換等值獎品，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修改之權利。

9. 本活動限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設有住所並持台灣護照之本國人參加，且參加者不得以公司或機構團體名義參加。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

澎、金、馬，主辦單位不處理郵寄獎品至海外地區之事宜。

10. 運送地址請詳細填寫，因地址或個人相關資料不完整，導致獎品無法運送或無法聯絡得獎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若資料有不實、不完整及不正

確，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得獎資格的權利，對於任何不實或不正確之資料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11. 本活動之所有獎品不得轉換、轉讓及折換現金，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獎品寄送過程中，因不可歸責於

主辦單位之事由造成損壞、延遲，錯遞或遺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中獎資格不得轉讓他人，中獎者不得要求更換獎項。活動小組將於活動兌獎

流程結束後統一寄出。

12.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且不須做出任何事前之通知，包含但不限於變更等值贈品之權利。

個資法相關聲明：

1.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向參與本活動消費者告知下列事項，參與本活動前請務必詳閱以下說明。

2. 蒐集個人資料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本單位”）

3. 蒐集之目的:作為參與【世界衛生日 健康進行式】抽獎活動及後續相關程序之聯繫使用。

4. 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姓名、手機號碼、聯絡地址等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資訊。

5.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至108年5月24日抽獎活動結束且獎項寄送等後續相關程式執行完畢。 

地區：本國、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國際傳輸個人資料之接收者所在地。 

對象：本單位、本公司廣告主、本公司委託機關及執行本活動時之必要相關人員。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6.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本活動參與者瞭解，就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得向本公司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惟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本活動參與者應為適當之釋明。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職

務或保存證據所必須者，得不依本活動參與者請求為之。

7. 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本活動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公司其個人資料，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則無法參與本活動；且經檢舉或本公司發現不足以確認本活動

參與者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致本公司無法進行必要之確認作業，本公司有權暫時停止提供本活動相關服

務，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本人參與本活動即視為本人已瞭解活動主辦方貴公司以上告知事項，並已清楚瞭解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公

司於上述告知事項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國際傳遞及利用本人資料。

© 2019 世界衛生日健康進行式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