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點計劃
.

.

參加 搭車 拿獎金

常見問題
如何獲得點數？
您在週間使用已註冊本計劃的路路通卡搭乘舊金山灣區捷
運，即可獲得點數。點數多寡將根據搭車距離、搭車時段和
您的會員等級而定。您每搭乘舊金山灣區捷運一英里，即可
贏得 1 點。如果您在指定的加贈點數時段開始搭車，則可
按照您的會員等級獲得加倍點數 - 銅級：3 倍；銀級：4
倍；金級：5 倍；白金級：6 倍

何謂「加贈點數時段」？

關於本計劃
何謂舊金山灣區捷運處集點計劃 (BART Perks)？
舊金山灣區捷運集點計劃 (BART Perks) 是一項為期六個月
的測試計劃，該計劃由舊金山縣交通管理局 (SFCTA) 與舊
金山灣區捷運處 (BART) 合辦。目的在探索新的緩解擁堵的
方法。該計劃將作為BART長期致力于緩解捷運和捷運站的擁
堵和堵塞的努力的一部分，其餘措施亦包括提升鐵路控制系
統，優化主要系統設施，投入更多的捷運車輛，以及提升捷
運站容量等措施。

該計劃總預算多少？經費來源為何？
該計劃總預算為 $95.4 萬美元。經費主要來自「聯邦公
路管理局價值定價計劃」(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Value Pricing Program) 提撥的聯邦補助款，其餘款項由舊
金山灣區捷運處 (BART)的運營收入以及舊金山縣交通管理
局 (SFCTA)的K提案的舊金山本地消費稅。

參加計劃並獲得點數
誰能參加舊金山灣區捷運集點計劃？
任何年滿 18 歲的加州居民皆可參加本試行計劃。您將需提
供路路通卡 (Clipper card) 號碼。如果您還沒有路路通卡，
可到舊金山灣區捷運 Embarcadero, Montgomery, Powell 或
Civic Center 車站及灣區其他數百個銷售點購買。詳細資訊
請上網站 www.clippercard.com 查詢。

如果您在任何一個指定的加贈點數時段開始搭乘舊金山灣區
捷運，則可獲得較多點數。加贈點數時段為上午繁忙時段
7:30 - 8:30 前後一小時的時段：第一個加贈點數時段為上
午 6:30 至上午 7:30，第二個加贈點數時段為上午 8:30
至上午 9:30。在這兩個加贈點數時段開始搭車的通勤人
士，可按照其會員等級獲得更多點數。
深夜 12:00–
上午 6:30
其他車程

上午
6:30–7:30

上午
7:30–8:30

上午
8:30–9:30

加贈點數時段 繁忙時段車程 加贈點數時段
車程
車程

每搭乘一英里
每搭乘一英里
3 倍、4
獲得 1 點
獲得 1 點
倍、5 倍、6
倍點數

3 倍、4
倍、5 倍、6
倍點數

上午 9:30–
深夜 12:00
其他車程
每搭乘一英
里獲得 1 點

等級區分
有哪些不同的會員等級？
會員等級有四種：銅級、銀級、金級、白金級。您在指定的
加贈點數時段內搭乘舊金山灣區捷運的次數越多，可晉升到
越高等級；且還可在「轉輪抽獎」(Spin to Win) 輪盤上獲得
價值越高的回饋獎勵。您可前往個人首頁查看目前等級，以
及還需在加贈點數時段內搭乘幾次捷運才能再晉升一級。

晉升等級有什麼好處？
晉升等級不僅可讓您在加贈點數時段內搭車時獲得更多點
數，還可為您在「轉輪抽獎」輪盤上提供更高獎額的回饋機
會。白金級會員有機會獲得最高 $100 的回饋獎勵，而銅級
會員的最高回饋獎勵為 $10。

u

續下頁

如何晉升等級？
持續在加贈點數時段 內搭乘舊金山灣區捷運的通勤人士可晉
升到更高等級，即可在「轉輪抽獎」(Spin to Win) 輪盤上獲
得價值更高的回饋獎勵。
uu
所有參加者一開始都是銅級會員。
uu
若要從銅級晉升為銀級，您每週需在加贈點數時段搭車 2

次，且至少需維持兩週。
uu
若要從銀級晉升為金級，您每週需在加贈點數時段搭車 3

次，且至少需維持兩週。
uu
若要從金級晉升為白金級，您每週需在加贈點數時段搭車 4

次，且至少需維持兩週

加贈禮盒
何謂「加贈禮盒」(Bonus Box)？
您偶爾會收到通知，告訴您有「加贈禮盒」可用。這些是有
時效性的加贈點數機會，特別針對您個人的通勤記錄而設
計。例如，某項優惠的內容可能是：在特定一週內，若您將
多一次搭車時間從繁忙時段改到加贈點數時段，可額外多得
100 點。您必須打開「加贈禮盒」，優惠才會從當天開始生
效。未打開的禮盒將會自動失效。所有「加贈禮盒」都有失
效日期，請務必及早點選，才能儘量利用您的優惠。

我多常會收到「加贈禮盒」？
銅級

銀級

金級

白金級

集點倍數

3 倍

4 倍

5 倍

6 倍

最高回饋

$10

$20

$50

$100

0

2 次/週

3 次/週

4 次/週

欲達該等級需在 加贈時段搭車
的次數

我們會在一週結束時按照個別乘車記錄，將「加贈禮盒」寄
給特定一群的通勤人士。由於這些優惠是針對個人行程所設
計，您每 2-4 週可能會收到一個禮盒，實際情形將取決於
您的通勤模式。

我預計可獲得多少點數？

聯絡我們

只要您經常在加贈點數時段內搭乘捷運並避開繁忙時段，就
可獲得最多點數。例如，一名通勤人士平常定從東灣市郊搭
車前往舊金山市中心。如果這名人士總在繁忙時段搭車，每
月約可獲得 1,000 點；然而，如固定選在加贈點數時段搭
車，每月約可獲得 3,000 點。

媒體朋友請聯絡舊金山灣區捷運處通訊部經理
Alicia Trost：atrost@bart.gov，510-464-6154
或舊金山縣交通管理局資深通訊官
Eric Young: eric.young@sfcta.org ，451-522-4816。

兌換點數及回饋獎勵

如有其它有關該項目及客戶服務的問題，請聯繫
perk@bart.gov.
本活動無需購買即可參加。詳情請參閱本計劃使用合約。

如何兌換點數？
點數的兌換方式有兩種：玩「轉輪抽獎」(Spin to Win) 遊戲
或兌換現金 (Cash Buyout)。
轉輪抽獎：使用您的點數來轉動抽獎輪盤；您可能會有機會
被獲得選到更多點數或 $1 至 $100 不等的現金回饋。玩
越多次，越可能贏得現金回饋。會員等級越高，可贏得的回
饋金額也越高。您可自己轉輪，或可透過 AutoPlay 自動轉
輪。
兌換現金：若您不想玩「轉輪抽獎」遊戲，可直接將點數兌
換成小額現金回饋 (1,000 點 = $1)。
雖然玩「轉輪抽獎」遊戲不保證能贏，但有機會贏得比兌換
現金多更多的獎金。
本計劃的設定是每週透過 AutoPlay 使用所有適用點數進行
「轉輪抽獎」。如果您想直接兌換現金，則需更改設定。我
們會根據您註冊時提供的電郵地址，將現金回饋匯入您的
PayPal 帳戶。如果您已經有了 PayPal 帳戶，建議您提供與
PayPal 帳戶連結的電郵地址，以加速付款程序。若想將小額
回饋捐給您屬意的慈善機構，可透過 PayPal 的 Giving Fund
功能捐款。

If you need language assistance services, please call (510) 464-6752.
Si necesita servicios de asistencia de idiomas, llame al (510) 464-6752.
如需語言協助服務、請致電 (510) 464-6752.
통역이 필요하신 분은, 510-464-6752 로 문의하십시오.
Nếu quý vị cần dịch vụ trợ giúp về ngôn ngữ, xin vui lòng gọi số (510) 464-6752.
Kung kailangan mo ang tulong ng mga serbisyo ng wika, paki tawagan ang (510) 464-6752.
以下照片由 David Yu 經 Flickr Commons 提供: https://flic.kr/p/kgsGRi
首頁照片由 Steve Rhodes 經 Flickr Commons 提供: https://flic.kr/p/gUAHf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