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免费机票大抽奖」之细则及条款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免费机票大抽奖」（「抽奖活动」） 之主办机构为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Hong Kong Express Airways Limited，「香港快运航空」），地址为香港金钟道 88 号太古广场 33 楼，

并受以下规则约束（「细则及条款」）。 参加者在登记或决定参加是次抽奖活动前，应细阅以下各部分之

所有细则及条款。 若参加者参与抽奖活动，将被视作为完全无条件同意遵守并接受是次抽奖活动之细则及

条款。 当就抽奖活动之细则及条款、参加行为、抽奖结果及其他与抽奖活动有关的事宜存有任何争议时，

香港快运航空保留最终裁决之权利。  

1. 参加资格 

A. 所有合资格参加者（「参加者」）必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并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证、为香港快

运航空会员（即是非会员必需注册一个香港快运航空账户）及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时间）或

之前完成接种两剂*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

下的疫苗。 两剂相关的疫苗必须在香港接种。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他们在已完成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后，在相同的条件下将

符合资格。 

 

B. 参与是次抽奖活动的设计、筹办、执行、推广或行政工作的香港快运航空及香港机场管理局之员工

及其代理公司/承办商员工，均不符合资格参加本抽奖活动。 

 

A. 建议有意参加并符合资格的参加者及所有其他人士就是否接种新冠疫苗应咨询医生及征询医疗意见，

有意参加者及所有其他人士须就有关决定自行负责。  

 

2. 奖品 

A. 每位得奖者将会免费获得一（1）张香港快运航空从香港来回一个目的地的机票（名额：25，

000 张），惟不包括所有税项、附加费和任何其他费用。 所有免费机票由香港机场管理局赞助。  

B. 免费机票之航点包括东京（成田）/ 东京（羽田）/ 大阪/ 福冈/ 名古屋/ 高松/ 鹿儿岛/ 冲

绳/ 石垣岛/ 首尔/ 济州/ 釜山/ 曼谷/ 普吉 

 

3. 抽奖方法 

A. 抽奖活动推广期为 2021 年 9 月 16 日（香港时间 10：00）开始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

港时间 23：59）完结（简称「推广期」）。 所有在推广期结束后报名的参加者，将不获受理。  

 

B. 参加者必须于推广期内登入是次抽奖活动之相关网页 https://www.hkexpress.com/zh-

cn/promos/covid-19-vaccination-lucky-draw/  （「活动网页」）内登记。  

 

C. 每位参加者只可参加活动乙次。 如发现重复登记，仅计算首次登记资料。 若香港快运航空有

理由相信参加者违反是次抽奖活动之细则及条款以获取不公平的优势，香港快运航空有权取消

参加者的资格。  

 



 

 

D. 奖品会于 2021 年 10 月 5 日（香港时间）在香港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东辉路 11 号 1 楼进行

抽奖，并由电脑随机抽出。  

 

E. 于所有由香港机场管理局赞助以支持香港政府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所推出的抽奖活动

中，每位合资格参加者并不可赢取多于一份奖品， 包括以下活动： 

 

a) 此抽奖活动; 

b) 香港机场管理局为香港机场管理局员工举办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免费机票抽奖活

动; 

c) 香港机场管理局为香港国际机场员工举办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免费机票抽奖活动;

及 

d) 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为香港居民举办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免费机票抽奖活动。  

 

4. 参加准则 

参加者必须完成以下步骤方可参加抽奖活动： 

A. 于 推 广 期 内 登 录 是 次 活 动 网 页 （ 网 址 为 https://www.hkexpress.com/zh-

cn/promos/covid-19-vaccination-lucky-draw/）   
 

a) 登入香港快运航空账户。  

b) 如非香港快运航空会员，必须先登记方可参加抽奖活动。 参加者必须提供所有相关资

料以供抽奖活动之用。  

c) 申报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时间）或之前已完成接种两剂*由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下的新冠疫苗。 两剂相关的疫苗必须在香港接种。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他们在已完成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后，在相同的条件

下将符合资格。  

 

B. 参加者必须填写登记表格，并于空格剔选同意参加抽奖活动，及同意所有细则及条款。 同时请

注意以下事项： 

 

a) 香港快运航空会员资料（护照姓名及电邮）会预先填写于表格中，参加者须确保姓名与旅

游证件上的相同。 如表格中姓名与旅游证件姓名不符，参加者必须在登记抽奬活动前更改

相关资料。 登记表格一经提交，将不可再更改姓名。  

b) 参加者必须提供全部所需资料，包括香港身份证号码（英文字母及首 4 个数字） 以作身

份辨认及删除重复数据之用。 （例如： 香港身份证号码 A123456（7），英文字母及首 4 

个数字 A1234 会被收集。 香港身份证号码 XY12345（7），英文字母及首 4 个数字 XY1234 

会被收集。 ） 

c) 抽奖参考编号将会于登记表格递交后自动产生。 得奖名单只会显示参考编号。 

d) 参赛者须准确清晰地输入其个人资料。 参加者必须保证所提供的一切登记资料均绝对真实、

准确及完整以参加是次抽奖活动。 如参加者提供的数据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香港快

运航空保留撤销授予参加者领奖资格的权利。  



e) 参加者递交登记表格后，均不能更改任何登记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及香港身份证号码（ 英

文字母及首 4 个数字）。 所有资料均以网上登记纪录为准，任何重复、错误或不完整的

资料将被取消资格。 参加者成功登记抽奖活动后，将会收到确认电邮。  

f) 为确定参加者是否合乎资格参加抽奖活动，参加者所提交之登记表格将以香港快运航空数

据库内所记录之送达日期及时间为依归，并不接受其他提交证明。  香港快运航空对下列

情况概不负上任何责任：操作或传送过程中参加纪录出现错误、损漏、紊乱、被删、不完

整、延迟、传送线路故障、被盗、受毁、改线或数据库遭未经授权之侵入，或任何由于或

无关于服务器故障、病毒、程序故障或其他无法控制的原因所造成之纪录遗失或延迟。  

 

5. 公布结果 

得奖名单将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香港时间）于活动网页内公布，而亦会刊登于《英文虎报》及

《星岛日报》，并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香港时间）以电邮个别通知得奖者。 如寄往得奖者的电邮

因任何原因弹回或无法寄出，得奖者之领奖资格将被视为自动作废论。 得奖者若因任何原因，包括

（但不限于）在抽奖登记过程中提供任何虚假、不完整或不正确讯息，以致无法收到领奖通知或领奖详

情，香港快运航空概不承担或负责。  

 

6. 奖品兑换 

A. 得奖者将收到一封包含独立机票兑换码的兑换电邮（「兑换电邮」）及相关条款及细则。 

未领取之奖品将于兑换电邮内所述的有效日期后无效。 

B. 机票兑换码不可兑换现金或任何其他物品。 

C. 机票兑换码仅适用于一名得奖者作一次兑换。 

D. 机票兑换码不可转让、不可更改及不可转换。 

E. 机票兑换码仅可用于兑换电邮中所列的单一目的地，且仅适用于香港快运航空运营的航班。 

每个行程均以香港为起点或以香港为终点。 兑换码并不能用于兑换任何未在兑换电邮中列

出的其他目的地的航班。  

F. 于抽奖活动中所获得的机票必须通过指定的香港快运航空机票兑换网页以兑换电邮内的机

票兑换码进行网上预订。  

G. 进行机票预订时，所提供的护照姓名须与提交登记表格时的姓名相符，以通过相关姓名认

证。 

H. 经香港快运航空网上兑换及出票后，均不可更改目的地及航班。  

I. 于抽奖活动中所获得的机票不可退款、不可更改航线及不可转让。 

J. 得奖者需要负责所有适用于机票的税项、附加费和任何其他费用。 

K. 重新预订旅行日期需支付每航段 HKD 580 的费用，并视乎机位情况而定，相关更改须透过

客户服务热线进行，并须在航班出发前提出。  

L. 机票兑换码可在兑换电邮内所述的期限内兑换。 

M. 机票的旅行期限（包括回程）以兑换电邮内所述的期限为准。 

N. 于抽奖活动中所获得的机票受禁运期限制。 得奖者仅可兑换「自由飞」的机票票价类及以

先到先得形式获得。 

O. 出发前，得奖者亦须提供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时间）或之前在香港根据香港政

府实施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  

P. 如就抽奖活动中所获之机票产生任何兑换的争议，香港快运航空保留最终决定权。  

Q. 所有免费机票均由香港机场管理局赞助。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他们在已完成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后，在相同的条件下将

符合资格。  

 

7. 法律责任 

A. 参加者或得奖者在是次抽奖活动过程中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所登录之资料或香港快运航空发

出之得奖通知，如有遗失、错误、无法辨识或损毁导致参加者资格取消或未能成功领奖，

香港快运航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B. 香港快运航空及其董事、职员、代理人、供应商对任何参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因参加或接

受任何奖品而蒙受的任何损失、损害、伤害或不满，均不承担任何责任。香港快运航空概

不对合资格参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因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而招致或引致的任何医疗/
健康状况、成本或开支承担任何责任。香港快运航空将不会对以下情况负责：任何不可抗

力事件、电话网路或线路、计算机网络系统、服务器、供应商、电脑设备的任何问题或技

术故障，任何电子邮件软件故障，任何参加纪录或因技术故障问题未能被存入，网络、电

话线路或任何网站堵塞，或其任何组合的问题，包括因参加或下载抽奖活动有关数据而造

成参加者或他人电脑或其他电子仪器的毁损。  

 

C. 参加者参加是次抽奖活动，即表示同意不就因接受或使用奖品而造成的任何伤害、损失

（包括特殊、间接及连带损失）、损害、权利而向香港快运航空及其董事、职员或代理人

提出诉讼或寻求赔偿。 这些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人身伤害、死亡或财物损失。  

 

8. 活动相关图像之使用权利 

所有与得奖者有关的活动相关影像之所有权，将由香港快运航空所拥有。香港快运航空将使用此活动举

办期间所收集与得奖者有关的的影像在社交媒体上使用，并由香港快运航空自行决定用作宣传香港快运

航空之用。 参加者在此同意香港快运航空可以于于印刷物品、网上和其他市场营销和通讯媒体使用载

的照片或相关录像;香港快运航空保留全部决定权及免费使用作宣传香港快运航空的权利。 参加者于是

次抽奖活动提交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 用户资料、文字、照片，或任何其他材料，即表示同意并授

权香港快运航空非独占、免版税和免费、永久、全球，不可撤销和完全可再授权的权利来使用、复制、

修改，改编、向公众传播、提供、出版、翻译、制作衍生作品、分发或展示于任何媒体，产品或服务。 

参加者同意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弃所有道德权利。  

 

香港快运航空可能会要求得奖者参与相关宣传及公关活动作宣传香港快运航空产品之用。  

 

9. 保障个人数据 

香港快运航空为了抽奖活动用途，须向参加者收集各种个人资料，例如参加者之香港身份証号码（ 英

文字母及首 4 个数字）。 在航班出发前，得奖者须提供证明已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时间）或之

前已完成接种两剂*由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下的疫苗。两剂相关疫苗必须在香

港接种。香港快运航空将会把有关数据用于识别每位参加者的身份，及管理抽奖活动之相关工作。 于

是次抽奖活动所收集的部分个人资料将披露或转交予香港机场管理局，以监察或核实是次赞助抽奖活动。 

如参加者未能按要求提供个人资料，香港快运航空将无法处理或接受有关登记或颁发相关奖项。 此外，

香港快运航空会按照香港《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可能会使用个人数据来分析客户偏好、市场趋势

及洞悉新现象，让香港快运航空可向客户提供定制的产品及优惠。参加者的个人资料只会在征得其同意

的情况下作促销用途，并且受香港快运航空的私隐政策与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个人资料的保存时间不



会超过指定目的之所需时间。 每名参加者须确认他/她已阅读并完全理解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的个人

资料私隐和安全政策，并同意香港快运航空出于抽奖活动之目的使用（包括任何转移） 其个人资料。 

有关香港快运航空的私隐政策，详情请浏览：https://www.hkexpress.com/zh-cn/need-help/privacy-

policy/.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状病毒病，他们在已完成接种一剂新冠疫苗后，在相同的条件下将符合

资格。  

 

10. 普通条款 

A. 是次抽奖活动和细则及条款受到香港法律管辖。 香港的法院拥有有关是次抽奖活动和细则

及条款的专属管辖权。 

B. 除合资格参赛者及香港快运航空外，任何人士均无权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

制执行本细则及条款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细则及条款任何条文的利益。  

C. 细则及条款中若有任何条款无效、非法或不可执行，均不得影响其他条款的规定，并应保

持十足效力及作用。 

D. 香港快运航空拥有唯一及绝对酌情权，根据本细则及条款内的相关条款，决定该人是否有

资格参加是次抽奖活动及/或获得任何奖品。  

E. 如因抽奖活动而产生或与其相关的任何争议，香港快运航空的决定将是最终及具决定性。  

F. 此细则和条款原文以英文撰写，并可能翻译成其他语言。 如遇英文文本与其他译本有任何

歧异，一概以英文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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