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之細則及條款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抽獎活動」） 之主辦機構為香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
（ Hong Kong Express Airways Limited，「HK Express」 ），地址為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 33 樓，
並受以下規則約束（「細則及條款」）。參加者在登記或決定參加是次抽獎活動前，應細閱以下各部分之
所有細則及條款。若參加者參與抽獎活動，將被視作為完全無條件同意遵守並接受是次抽獎活動之細則及
條款。當就抽獎活動之細則及條款、參加行為、抽獎結果及其他與抽獎活動有關的事宜存有任何爭議時，
HK Express 保留最終裁決之權利。
1. 參加資格
A. 所有合資格參加者（「參加者」）必須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並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證、為 HK
Express 會員 （即是非會員必需註冊一個 HK Express 帳戶）及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時
間）或之前完成接種兩劑*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計劃下的疫苗。兩劑相關的疫苗必須在香港接種。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他們在已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後，在相同的條件下將
符合資格。
B. 參與是次抽獎活動的設計、籌辦、執行、推廣或行政工作的 HK Express、香港機場管理局之員工及
其代理公司／承辦商員工，均不符合資格參加本抽獎活動。
C. 建議有意參加並符合資格的參加者及所有其他人士就是否接種新冠疫苗應諮詢醫生及徵詢醫療意見，
有意參加者及所有其他人士須就有關決定自行負責。

2. 獎品
A. 每位得獎者將會免費獲得一（1）張 HK Express 從香港來回一個目的地的機票（名額：25,000 張），
惟不包括所有稅項、附加費和任何其他費用。所有免費機票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贊助。
B. 免費機票之航點包括東京（成田）/ 東京（羽田）/ 大阪/ 福岡/ 名古屋/ 高松/ 鹿兒島/ 沖繩/
石垣島/ 首爾/ 濟州/ 釜山/ 曼谷/ 布吉

3. 抽獎方法
A. 抽獎活動推廣期為 2021 年 9 月 16 日（ 香港時間 10:00） 開始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
時間 23:59）完結（ 簡稱「推廣期」）。所有在推廣期結束後報名的參加者，將不獲受理。
B. 參 加 者 必 須 於 推 廣 期 內 登 入 是 次 抽 獎 活 動 之 相 關 網 頁 https://www.hkexpress.com/zhhk/promos/covid-19-vaccination-lucky-draw/ （「活動網頁」）內登記。
C. 每位參加者只可參加活動乙次。如發現重覆登記，僅計算首次登記資料。若 HK Express 有理由相
信參加者違反是次抽獎活動之細則及條款以獲取不公平的優勢，HK Express 有權取消參加者的資格。

D. 獎品會於 2021 年 10 月 5 日（ 香港時間） 在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東輝路 11 號 1 樓進行抽
獎，並由電腦隨機抽出。
E. 於所有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贊助以支持香港政府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所推出的抽獎活動中，
每位合資格參加者並不可贏取多於一份獎品, 包括以下活動：
a)
b)
c)
d)

此抽獎活動；
香港機場管理局為香港機場管理局員工舉辦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抽獎活動；
香港機場管理局為香港國際機場員工舉辦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抽獎活動；及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為香港居民舉辦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抽獎活動。

4. 參加準則
參加者必須完成以下步驟方可參加抽獎活動:
A. 於推廣期內登入是次活動網頁（網址為 https://www.hkexpress.com/zh-hk/promos/covid-19vaccination-lucky-draw/ ）
a) 登入 HK Express 賬戶。
b) 如非 HK Express 會員，必須先登記方可參加抽獎活動。參加者必須提供所有相關資料以供抽獎
活動之用。
c) 申報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時間）或之前已完成接種兩劑*由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的新冠疫苗。兩劑相關的疫苗必須在香港接種。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他們在已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後，在相同的條件
下將符合資格。
B. 參加者必須填寫登記表格，並於空格剔選同意參加抽獎活動，及同意所有細則及條款。同時請注意
以下事項：
a) HK Express 會員資料（護照姓名及電郵）會預先填寫於表格中，參加者須確保姓名與旅遊證件
上的相同。如表格中姓名與旅遊證件姓名不符，參加者必須在登記抽奬活動前更改相關資料。
登記表格一經提交，將不可再更改姓名。
b) 參加者必須提供全部所需資料，包括香港身份證號碼（英文字母及首 4 個數字) 以作身分辨認
及刪除重複數據之用。（例如: 香港身份證號碼 A123456(7)，英文字母及首 4 個數字 A1234
會被收集。香港身份證號碼 XY12345(7)，英文字母及首 4 個數字 XY1234 會被收集。）
c) 抽獎參考編號將會於登記表格遞交後自動產生。得獎名單只會顯示參考編號。
d) 參賽者須準確清晰地輸入其個人資料。參加者必須保證所提供的一切登記資料均絕對真實、準
確及完整以參加是次抽獎活動。如參加者提供的資料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HK Express 保
留撤銷授予參加者領獎資格的權利。
e) 參加者遞交登記表格後，均不能更改任何登記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英文字
母及首 4 個數字）。所有資料均以網上登記紀錄為準，任何重複、錯誤 或不完整的資料將被
取消資格。參加者成功登記抽獎活動後，將會收到確認電郵。
f) 為確定參加者是否合乎資格參加抽獎活動，參加者所提交之登記表格將以 HK Express 資料庫內
所記錄之送達日期及時間為依歸，並不接受其他提交證明。HK Express 對下列情況概不負上任
何責任：操作或傳送過程中參加紀錄出現錯誤、損漏、紊亂、被刪、不完整、延遲、傳送線路

故障、被盜、受毀、改線或資料庫遭未經授權之侵入，或任何由於或無關於伺服器故障、病毒、
程式故障或其他無法控制的原因所造成之紀錄遺失或延遲。

5. 公佈結果
得獎名單將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香港時間）於活動網頁內公佈，而亦會刊登於《英文虎報》及
《星島日報》，並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香港時間）以電郵個別通知得獎者。如寄往得獎者的電郵
因任何原因彈回或無法寄出，得獎者之領獎資格將被視為自動作廢論。得獎者若因任何原因，包括（但
不限於）在抽獎登記過程中提供任何虛假、不完整或不正確訊息，以致無法收到領獎通知或領獎詳情，
HK Express 概不承擔或負責。

6. 獎品兌換
A. 得獎者將收到一封包含獨立機票兌換碼的兌換電郵（「兌換電郵」）及相關條款及細則。未領取之
獎品將於兌換電郵內所述的有效日期後無效。
B. 機票兌換碼不可兌換現金或任何其他物品。
C. 機票兌換碼僅適用於一名得獎者作一次兌換。
D. 機票兌換碼不可轉讓、不可更改及不可轉換。
E. 機票兌換碼僅可用於兌換電郵中所列的單一目的地，且僅適用於 HK Express 運營的航班。每個行
程均以香港為起點或以香港為終點。兌換碼並不能用於兌換任何未在兌換電郵中列出的其他目的地
的航班。
F. 於抽獎活動中所獲得的機票必須透過指定的 HK Express 機票兌換網頁以兌換電郵內的機票兌換碼
進行網上預訂。
G. 進行機票預訂時，所提供的護照姓名須與提交登記表格時的姓名相符，以通過相關姓名認證。
H. 經 HK Express 網上兌換及出票後，均不可更改目的地及航班。
I. 於抽獎活動中所獲得的機票不可退款、不可更改航線及不可轉讓。
J. 得獎者需要負責所有適用於機票的稅項、附加費和任何其他費用。
K. 重新預訂旅行日期需支付每航段 HKD 580 的費用，並視乎機位情況而定，相關更改須透過客戶服
務熱線進行，並須在航班出發前提出。
L. 機票兌換碼可在兌換電郵內所述的期限內兌換。
M. 機票的旅行期限（包括回程）以兌換電郵內所述的期限為準。
N. 於抽獎活動中所獲得的機票受禁運期限制。得獎者僅可兌換「自由飛」的機票票價類及以先到先得
形式獲得。
O. 出發前，得獎者亦須提供已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香港時間）或之前在香港根據香港政府實施
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接種兩劑*疫苗的證明。
P. 如就抽獎活動中所獲之機票產生任何兌換的爭議，HK Express 保留最終決定權。
Q. 所有免費機票均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贊助。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他們在已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後，在相同的條件下將符合
資格。

7. 法律責任

A. 參加者或得獎者在是次抽獎活動過程中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所登錄之資料或 HK Express 發出之得獎
通知，如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導致參加者資格取消或未能成功領獎，HK Express 不負任
何法律責任。
B. HK Express 及其董事、職員、代理人、供應商對任何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因參加或接受任何獎品
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損害、傷害或不滿，均不承擔任何責任。HK Express 概不對合資格參加者或任
何其他人士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而招致或引致的任何醫療／健康狀況、成本或開支承擔任

何責任。HK Express 將不會對以下情況負責：任何不可抗力事件、電話網路或線路、電腦網路系
統、伺服器、供應商、電腦設備的任何問題或技術故障，任何電子郵件軟體故障，任何參加紀錄或
因技術故障問題未能被存入，網路、電話線路或任何網站堵塞，或其任何組合的問題，包括因參加
或下載抽獎活動有關資料而造成參加者或他人電腦或其他電子儀器的毀損。
C. 參加者參加是次抽獎活動，即表示同意不就因接受或使用獎品而造成的任何傷害、損失（包括特殊、
間接及連帶損失）、損害、權利而向 HK Express 及其董事、職員或代理人提出訴訟或尋求賠償。
這些損失包括但不僅限於人身傷害、死亡或財物損失。

8. 活動相關影像之使用權利
所有與得獎者有關的活動相關影像之所有權，將由 HK Express 所擁有。HK Express 將使用此活動舉辦
期間所收集與得獎者有關的的影像在社交媒體上使用，並由 HK Express 自行決定用作宣傳 HK Express
之用。參加者在此同意 HK Express 可以於於印刷物品、網上和其他市場營銷和通訊媒體使用載的照片
或相關錄像；HK Express 保留全部決定權及免費使用作宣傳 HK Express 的權利。參加者於是次抽獎活
動提交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 用戶資料、文字、照片，或任何其他材料，即表示同意並授權 HK
Express 非獨佔、免版稅和免費、永久、全球，不可撤銷和完全可再授權的權利來使用、複製、修改，
改編、向公眾傳播、提供、出版、翻譯、製作衍生作品、分發或展示於任何媒體，產品或服務。參加者
同意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放棄所有道德權利。
HK Express 可能會要求得獎者參與相關宣傳及公關活動作宣傳 HK Express 產品之用。

9. 保障個人資料
HK Express 為了抽獎活動用途，須向參加者收集各種個人資料，例如參加者之香港身份証號碼（ 英文
字母及首 4 個數字）。在航班出發前，得獎者須提供證明已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香港時間） 或
之前已完成接種兩劑*由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下的疫苗。兩劑相關疫苗必須
在香港接種。HK Express 將會把有關資料用於識別每位參加者的身份，及管理抽獎活動之相關工作。
於是次抽獎活動所收集的部分個人資料將披露或轉交予香港機場管理局，以監察或核實是次贊助抽獎活
動。如參加者未能按要求提供個人資料，HK Express 將無法處理或接受有關登記或頒發相關獎項。此
外，HK Express 會按照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可能會使用個人資料來分析客戶偏好、市場
趨勢及洞悉新現象，讓 HK Express 可向客戶提供定制的產品及優惠。參加者的個人資料只會在徵得其
同意的情況下作促銷用途，並且受 HK Express 的私隱政策與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個人資料的保存時
間不會超過指定目的之所需時間。每名參加者須確認他／她已閱讀並完全理解香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的
個人資料私隱和安全政策，並同意 HK Express 出於抽獎活動之目的使用（包括任何轉移） 其個人資
料 。 有 關 HK Express 的 私 隱 政 策 ， 詳 情 請 瀏 覽 ： https://www.hkexpress.com/zh-hk/needhelp/privacy-policy/.

* 如任何人士之前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他們在已完成接種一劑新冠疫苗後，在相同的條件下將符合
資格。
10. 一般條款
A. 是次抽獎活動和細則及條款受到香港法律管轄。香港的法院擁有有關是次抽獎活動和細則及條款的
專屬管轄權。
B. 除合資格參賽者及 HK Express 外，任何人士均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
細則及條款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細則及條款任何條文的利益。
C. 細則及條款中若有任何條款無效、非法或不可執行，均不得影響其他條款的規定，並應保持十足效
力及作用。
D. HK Express 擁有唯一及絕對酌情權，根據本細則及條款內的相關條款，決定該人是否有資格參加是
次抽獎活動及/或獲得任何獎品。
E. 如因抽獎活動而產生或與其相關的任何爭議，HK Express 的決定將是最終及具决定性。
F. 此細則和條款原文以英文撰寫，並可能翻譯成其他語言。如遇英文文本與其他譯本有任何歧異，一
概以英文文本為準。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4883-5
最後更新日期：2021 年 9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