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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活動內容說明

422世界地球日邀您參加永續齊步走，養成健走好習慣，提升健康免疫力，每日萬步還可減碳1.42公斤，對自己好也對
地球好，持續健走還有多重好禮大放送，快加入健走減碳愛地球的行列。

《參加對象》台北富邦銀行現職同仁 《活動時間》2022.4.22(世界地球日)~2022.12.22

《活動規則》

➢ 參加方式：參與者需下載富邦人壽「Fun group」App，以富邦mail (_____ @fubon.com)完成註冊，即可參加各階
段及年度總競賽，走越多得獎率更高！(註冊需加入自己專屬暱稱代碼，請登入FUPOWER網站查詢)

➢ 個人賽：以「Fun group」App所記錄步數為準，各階段結束於指定日回傳步數上傳至「Fu Power」，參與者即可於
網站上查詢排名。

➢ 團隊賽：同仁可於5/30前上「Fu Power」網站揪團報名「3人成虎」，累積團隊步數，一起虎力全開參與年度競賽
(每人限加入一隊)。

6/5世界環境日

健走時間：6/5-9/21

開放回填步數：9/22-9/23

FU POWER排名/得獎公布：9/30

9/22世界無車日 11/11全民健走日

健走時間：9/22-11/10

開放回填步數：11/11-11/12

FU POWER排名/得獎公布：11/15

健走時間：11/11-12/22

開放回填步數：12/23-12/24

FU POWER排名/得獎公布：12/30

4/22世界地球日

健走時間：4/22-6/4

開放回填步數：6/5-6/6

FU POWER排名/得獎公布：6/15

01 02 03 04



各階段活動獎項

永續早鳥獎

下載放個鹿「Fun group
」App並填寫完問卷，
抽200名小樹苗乙盆！

永續跑酷獎

自己的獎品自己挑！
各階段前10名等值

1,200元獎品，共40名

虎哩好運獎

加碼賺紅包！
各階段抽20名 M+

旺紅包300元，共80名

☆ 註：永續跑酷獎及虎哩好運獎，各階段參加者不得重複獲獎，如重複獲獎以第一次階段為先，名額將遞補下一位。
（不含早鳥獎及年度競賽獎）



年度活動獎項

永續王者獎

個人/團隊步數前三名

個人獎

冠軍 喬山足腿按摩機 1名

亞軍 Apple watch S7 1名

季軍 Switch+健身環 1名

團體獎

冠軍 美利達摺疊車 1組 (3份)

亞軍 大板根酒店雙人住宿 1組 (3份)

季軍 漢來海港餐廳晚餐券 1組 (6張)

永續健走獎

活動期間完成四階段問卷
且平均步數日達8,000步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慢跑健走鞋40名(不限廠牌等值2,500元)



02 檢視手機內建計步器
安卓-「Google Fit」 / Apple-「健康」

請先確認手機是否有內建計步器，這樣才有辦法同步與富邦人壽「Fun group」步數相符，
若無內建計步APP，再煩請先下載，如下圖！

安卓畫面-「Google Fit」App Apple畫面-「健康」App

Android IOS



03 快速下載「Fun group」放個鹿App

Fun grouper 問答集
https://www.fubon.com/life/direct/promo/fungroup/

Fun group放個鹿APP服務專線 0809-000-550

https://www.fubon.com/life/direct/promo/fungroup/
tel:0809-000-550


A .「 FU POWER 」暱稱代碼查詢

FU POWER活動網站登入後，就可查詢到自己專屬暱稱代碼

登入Email+
生日後4碼

放個鹿App
暱稱代碼



A .「放個鹿Fun group」App註冊新帳號

點擊未登入

點擊註冊，
填寫下列*資訊

富邦mail 
(_____ @fubon.com)

輸入FU POWER上的
暱稱代碼



A .「Fun group」放個鹿儀錶板介紹

步數顯示會因系統擷取
時間差關係，與儀表板
略有差距

點擊後可以進入【我的
步數】觀看當日、當周
、當月步數



請下載富邦人壽「Fun group」App後，請確認是否與手機內建計步數相符
(安卓-「Google Fit」 / Apple-「健康」)

安卓-「Google Fit」App Apple-「健康」App「 Fun group 」App



B .「Fun group」作弊偵查-警示

如會員遭遇停權七日，於期間會自動停
止收集步數，須特別留意！

Fun group放個鹿APP服務專線 0809-000-550

tel:0809-000-550


04 「FU POWER」查詢步數成績

➢ ex：4/22-6/4步數→可於6/15(三)上「Fu Power」網站查詢

Fu Power活動頁 登入Email + 生日後4碼

個人/團隊搜尋結果頁

https://fubonstories.tw/greenwalk

https://fubonstories.tw/greenwalk
https://fubonstories.tw/greenwalk


05 「3人成虎」揪團步驟

Fu Power活動頁 登入Email + 生日後4碼 個人/團隊搜尋結果頁

個人/團隊結果頁

部門：品牌定位中心 姓名：陳*渝
年度個人排名： 0

點我揪團

團隊：未登記

輸入團名

輸入Email-1

輸入Email-2

確認揪團

揪團報名「3人成虎」，累積團
隊步數，一起虎力全開參與年
度競賽(每人限加入一隊)

個人/團隊結果頁

部門：品牌**中心 姓名：陳*渝
年度目前個人排名：0名

期間 個人步數 累積步數 排名

1 4/22-6/4 尚未公佈

2 6/5-9/21 尚未公佈

3 9/22-11/10 尚未公佈

團隊：虎*虎*隊
隊員：陳*渝、朱*璇、李*如
年度目前團隊排名：0名

登
記
成
功

揪團登記頁

2022年5月30日前登記揪團截止，每人限加入一隊

期間 個人步數 累積步數 排名

1 4/22-6/4 尚未公佈

2 6/5-9/21 尚未公佈

3 9/22-11/10 尚未公佈

4 11/11-12/22 尚未公佈

期間 個人步數 累積步數 排名

1 4/22-6/4 尚未公佈

2 6/5-9/21 尚未公佈

3 9/22-11/10 尚未公佈



06 得獎兌獎流程說明獎

1. 若同意獲獎，請填妥「專用兌換單」，並以
黏貼方式附上放個鹿Fun group個人中心畫
面，以供驗證，於各階段競賽結束後，指定
日期前，以【內往】or【掛號郵寄】方式寄
至台北富邦銀行品牌定位中心(106台北市
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22樓，陳小姐收)
。活動小組連絡電話：02-27716699分機
67393陳小姐。

2. 如於指定回覆日前未能提供「專用兌換單及
驗證畫面」，即視為放棄領獎資格。

3. 經查核兌獎單及資料均完整無誤後，即會於
10個工作天內以掛號方式寄送中獎商品給
您。若中獎獎項為虎哩好運獎M+旺紅包，
本中心將陸續以M+發送紅包。

Green WALK 永續早鳥獎/虎哩好運獎專用兌換單

姓名

室內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贈品寄送地址

得獎獎項

放個鹿Fun group
【個人中心】畫面

01.4/22世界地球日 活動時間4/22-6/4

或

確
認
暱
稱
代
號

個人中心

確認
暱稱代號



姓名

室內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贈品寄送地址

得獎獎項

06 得獎兌獎流程說明

1. 若同意獲獎，請填妥「專用兌換單」，並
以黏貼方式附上放個鹿Fun group步數畫面
，以供驗證，於各階段競賽結束後，指定
日期前，以【內往】or【掛號郵寄】方式
寄至台北富邦銀行品牌定位中心(106台北
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22樓，陳小姐
收)。活動小組連絡電話：02-27716699分
機67393陳小姐。

2. 如於指定回覆日前未能提供「專用兌換單
及驗證步數畫面」，即視為放棄領獎資格
。

3. 經查核兌獎單及資料均完整無誤後，即會
於10個工作天內以掛號方式寄送中獎商品
給您。

01.4/22世界地球日 步數時間4/22-6/4 步數

Green WALK永續跑酷獎/年度永續王者獎專用兌換單

放個鹿Fun group步數畫面

不限畫面張數，
步數加總起來需與該階段得獎公告所回覆步數相符
(可接受略有差距百步以內)



姓名

室內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贈品寄送地址

得獎獎項 永續健走獎2,500元

06 得獎兌獎流程說明

1. 若同意獲獎，請填妥「專用兌換單」，及購買不限
廠牌球鞋，等值2,500元之憑證，以【內往】or【掛
號郵寄】方式寄至台北富邦銀行品牌定位中心(106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69號22樓，陳小姐收)。
活動小組連絡電話：02-27716699分機67393陳小
姐。

2. 如於指定回覆日前未能提供「專用兌換單」，即視
為放棄領獎資格。

3. 經查核兌獎單及資料均完整無誤後，即會於15個工
作天內直接入帳於薪資帳戶中。

Green WALK永續健走獎專用兌換單

憑證黏貼處

★發票、收據開立說明
1. 買受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 統一編號：03750168
3.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填妥「買受人」、「統一編號」並加蓋「收據專用章」

及「負責人章」

放個鹿Fun group步數畫面

以我的步數「月」，共8張平均8,000步以上畫面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參加者僅限使用本人之員工編號參加，每人僅能使用一組帳號參加，如有發現偽造資格或不法得獎者，主辦單位皆有權取消得獎資格。

2. 團隊賽「3人成虎」年度競賽，於2022年5月30日前登記揪團截止，每人限加入一隊，一經登記後，無法修改。

3. 本活動主辦單位為台北富邦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定位中心。

4. 中獎人須配合本行兌獎作業程序領獎，否則視同放棄。獎項不能隨意轉換、轉讓或變現，也不可交換或想改變獎項內容；若各活動獎項遇停產、
缺貨或其他無法排除之情事，將以其他等值商品替代，恕不另行公告。

5.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本行全年度給付所得總額超過新台幣1,000元以上時，本行將於次一年度一月依法申報及開立扣繳憑單予所得人，本國人如
單筆獎項金額達20,010以上時，則本行須先按給付總額代扣10%稅額。若得獎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則本行一律先按給付總額代扣20%
稅額。

6. 參加者及中獎者應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主辦單位得取消
參加或得獎資格。

7. 本活動獎品之寄送地址僅限台本活動中獎名單將於2022年每階段結束兩週後公佈本網站上，並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活動中獎人，請活動中獎人於指
定回覆資料截止日期前同意領取獎品，並提供主辦單位所要求之完整領獎文件，逾期回覆或未回覆者視為棄權，本單位不遞補名額。

8. 台灣地區(包括金門、馬祖、澎湖)，如獎品寄送地點為前述地區以外者，本公司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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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

況致使參加者無法參加活動時，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10. 本單位有權檢視得獎情況是否有人為操作之行為，對於以偽造、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式意圖兌領之參加者，本公司有權撤銷其得獎資格或拒絕
其參與本活動。

11.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或其他特殊原因致無法舉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12. 活動獎項以公佈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或非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因素，致無法提供原訂獎項時，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
之權利。

13. 參加者了解並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於本活動之特定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
人資料。您有權透過活動連絡信箱提出要求使用、更正、補充、刪除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惟活動結束前提出刪除個人資料者，視同放棄參加本
活動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或有任何變更或修改，則依活動網站公告為主，不再另行通知。

14. 參加者同意與本活動有關之任何行為，應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即使使用本行網站時之所在地非中華民國境內，仍以中華民國法律規範之。雙方同
意如因本活動發生相關訴訟，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THANK YOU



6/5 M+
6/6 E-mail

SurveyCake -Green WALK健走減碳愛地球問卷

恭喜您已完成第一階段Green WALK健走減碳愛地球活動！
請於指定日6/5-6/6兩天，回填下列問題及01階段世界地球日4/22-6/4的步數，以供後續排名及得獎公布！
此階段活動獎項：

1.永續早鳥獎：抽200名小樹苗乙盆

2.永續跑酷獎：步數前10名等值1,200元獎品

3.虎哩好運獎：抽20名M+旺紅包300元
--------------------------------------------------------------------------------------------------------------------------
1.是否已完成下載放個鹿Fun group APP並成功串聯手機原生步數(google fit/健康)? □Y □N

2.參加綁定放個鹿Fun group APP帳號( @fubon.com)： 。

3.參加在放個鹿Fun group APP註冊時，已輸入同FU POWER上的使用者暱稱? □Y □N

3.4/22-6/4階段步數，請以放個鹿Fun group APP所記錄步數回報： 。

4.您希望獲得4/22-6/4此階段，前10名永續跑酷獎獎品選項，將依最高得票獎項配送：
(1)小米手環6 (2) MOMO幣1,200元 (3)全家拿鐵大杯24杯 (4)其他(等值1,200元) ： 開放獎項 。

恭喜您已完成Green WALK-01階段問卷，別忘了持續健走還有多重好禮大放送，走越多得獎率越高！

後續可於6/15(三)後，上「Fu Power」網站查詢個人/團體排名及相關得獎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