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之條款及細則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簡稱「抽獎活動」） 之主辦機構和宣傳單位為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簡稱「國泰航空」 ） ，地址為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 33 樓，將受以下規則（簡稱「條款及細則」）約束。所有透過登記或參加此抽獎

活動之參加者將被視為無條件同意並接受有關條款及細則。如對本條款及細則、參加行為、抽獎

結果、獎品及所有其他與抽獎活動有關的事宜存有任何爭議，國泰航空保留最終裁決之權利。 

 

1. 參加資格 

A. 所有參加者必須年滿十二歲或以上，並持有香港身份證以核實居民資格及已於或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香港時間） 或之前完成接種兩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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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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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航空、香港機場管理局及任何有份安排及/或參與抽獎活動工作之廣告代理之員工

均不得參加是次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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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上全責。 

D. 任何合資格參加者不得在香港機場管理局為支持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計劃，而贊助的所有抽獎活動中贏取多於一份獎品，包括： 

a. 本次抽獎活動； 

b. 專為香港機場管理局員工而設、並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

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c. 專為香港國際機場員工而設、並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d. 專為香港居民而設、並由香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

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2. 獎項 

A. 單人國泰航空來回經濟客艙機票由香港至隨機抽出之目的地(共 25,000 張)，不包括稅

款及附加費。所有免費機票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贊助送出。  

有機會前往之目的地包括:  

阿姆斯特丹, 奧克蘭, 曼谷, 北京, 波士頓, 布里斯本, 宿霧, 成都, 芝加哥, 重慶, 科倫坡(可

倫坡), 登巴薩(峇里島), 杜拜, 法蘭克福, 福岡, 福州, 杭州, 河內, 胡志明市, 約翰內斯堡

(約翰尼斯堡), 高雄, 加德滿都, 吉隆坡, 倫敦(希斯路), 洛杉磯, 馬德里, 曼徹斯特, 墨爾

本, 米蘭, 名古屋, 南京, 紐約 (甘迺迪), 大阪, 巴黎, 檳城, 珀斯(伯斯), 金邊, 布吉, 青

島, 三藩市, 札幌, 首爾, 上海(浦東), 新加坡, 悉尼（雪梨), 台北, 特拉維夫, 東京(成

田), 多倫多,溫哥華, 廈門, 蘇黎世 



以下目的地：曼谷, 北京, 宿霧, 成都, 重慶, 登巴薩(峇里島), 福岡, 福州, 杭州, 河內, 胡志

明市, 高雄, 吉隆坡, 名古屋, 南京, 大阪, 檳城, 金邊, 布吉, 青島, 札幌, 首爾, 上海(浦

東), 新加坡, 台北, 東京(成田), 廈門 的最短/最長逗留時間為 2 日/7 日；阿姆斯特丹, 奧

克蘭, 波士頓, 布里斯本, 芝加哥, 科倫坡(可倫坡), 杜拜, 法蘭克福, 約翰內斯堡(約翰尼斯

堡), 加德滿都, 倫敦(希斯路), 洛杉磯, 馬德里, 曼徹斯特, 墨爾本, 米蘭, 紐約 (甘迺迪), 巴

黎, 珀斯(伯斯), 三藩市, 悉尼(雪梨), 特拉維夫, 多倫多, 溫哥華, 蘇黎世 的最短/最長逗留

時間為 2 日/1 個月。 

得獎者將負責支付適用於機票的任何稅款，以及任何適用的附加費、費用、重新訂位

費或未能依時登機費用。 

3. 抽獎方法 

A. 抽獎活動之登記報名日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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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逾期報名的參加者將不

獲受理。參加者必須於推廣期內登入是次抽獎活動之相關網頁（ 網址為：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offers/hkaa-vaccination-lucky-

draw.html ，簡稱「活動網頁」） 內登記。 

B. 每位參加者只可參加活動乙次。重覆登記將會被取消資格。若國泰航空有理由相信參加

者違反是次抽獎活動之條款及細則以獲取不公平的優勢，有權取消參加者的資格。 

C. 抽獎獎品，包括全部 25,000 張機票將會於 2021 年 10 月 5 日（ 香港時間） 在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觀景路 8 號國泰城進行抽獎並由電腦隨機抽出得獎者。 

D. 任何合資格參加者不得在香港機場管理局為支持香港政府推行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計劃，而贊助的所有抽獎活動中贏取多於一份獎品，包括： 

a. 本次抽獎活動； 

b. 專為香港機場管理局員工而設、並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

苗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c. 專為香港國際機場員工而設、並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d. 專為香港居民而設、並由香港快運航空有限公司舉辦的「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接

種免費機票大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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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網頁（ 網址為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offers/hkaa-vaccination-lucky-draw.html 簡稱

「活動網頁」） 

a. 使用已登記的「亞洲萬里通」或馬可孛羅會賬戶登錄。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offers/hkaa-vaccination-lucky-draw.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offers/hkaa-vaccination-lucky-draw.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offers/hkaa-vaccination-lucky-draw.html


b. 所有參加者必須是「亞洲萬里通」或馬可孛羅會會員，方合資格參加抽獎。如未有

賬戶，必須先登記方可參加。參加者必須提供所有相關資料以供抽獎活動之用。 

c. 申報已於或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香港時間） 或之前完成接種兩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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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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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意所有條款及細

則。 

a. 會員資料（ 旅遊證件姓名及電郵 ） 會預先填寫於表格，有關姓名將作為核對身份

兌換獎品。 如果預先填寫的姓名並非參加者護照所示之姓名，參加者必須在登記

抽獎活動前更改會員資料的姓名部分。 

b. 於登記表格中，參加者須從下拉列表中選擇首選目的地組別。如果參加者被隨機抽

中獲得免費機票，目的地將是參加者首選目的地組別中其中一個目的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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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得獎名單將顯示參賽者的全名、其電郵地址之域內部分的前兩個字符和最後一個字

符，以及獎項（ 例如: 陳大文, ch****n@domain.com , 台北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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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加者提供的

資料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國泰航空將可撤銷參加者領獎資格。 

f. 參加者填妥登記表格並遞交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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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準，任何重複、

錯誤或不完整的資料將被視作無效。若活動所填寫之資料不實或不正確，導致得獎

者無法收到得獎通知、領獎詳情或獎品，國泰航空恕不負責。 

g. 國泰航空將於參加者完成登記抽獎活動後，向參加者發送登記確認電郵至其所登記

的電郵地址。 

h. 參加者所提交之登記表格將以國泰航空資料庫內所記錄之送達日期及時間為依歸。

參加紀錄證明並不表示參加者的資料已成功送達或傳送。國泰航空對下列情況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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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網址亦會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 香港時間）刊登於《英文虎報》及《星島日報》。國泰航空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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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n@domain.com


因彈回或無法寄出，或未能在電郵中說明的指定時間內回覆，得獎者之領獎資格將被視為

自動作廢論，該名得獎者將不能領取獎品。得獎者若無法收到領獎通知或領獎詳情，或因

任何原因未能領取獎品，包括（ 但不限於） 由於在抽獎登記過程中提供任何虛假、不完整

或不正確訊息，國泰航空概不負責。  

 

6. 獎品兌換 

A.  單人國泰航空來回經濟客艙機票，由香港至指定目的地(共 25,000 張) 

a. 在根據新冠疫情狀況、航線情形，以及國泰航空作出的決定，當可兌換指定目的地

機票時， 得獎者將收到一封有關機票兌換的電郵（領獎電郵），並獲得機票兌換

碼， 而該機票兌換電郵亦附上機票條款及細則。 

b. 得獎者須根據國泰航空發出的領獎電郵所指定方法領取獎品。於離境出發前，得獎

者可能須出示以下文件：由香港政府衞生署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 香港時間） 或

之前發出的新冠疫苗接種紀錄正本及／或電子紀錄以作核對之用。我們可能會要求

得獎者提供香港身份證正本以驗證得獎資格；並須同時向國泰航空提供書面同意以

向政府核實相關接種疫苗的記錄，否則國泰航空有權取消其中獎資格，參加者不得

異議。 

c. 機票兌換碼不可兌換為現金、信用額或國泰航空的任何其他物品。 

d. 機票兌換碼只可供一位得獎者兌換機票乙次。 

e. 機票兌換碼必須由得獎者使用，並不得轉讓他人，更改路線或換票。 

f. 機票兌換碼只可預訂「機票兌換電郵」中所列的單一目的地，且只適用於國泰航空

運營的航班。每次來回程必須由香港出發，並以香港為終點。機票兌換碼並不可兌

換領獎電郵中所列以外之目的地。 

g. 得獎者只可憑機票兌換碼，於領獎電郵內指定的機票兌換網頁內兌換機票 。機票

並不可於旅行社或環球客戶聯絡中心兌換機票。 

h. 得獎者於兌換機票時須出示護照上的姓名，而其姓名亦須與登記表格一致。 

i. 得獎者須於兌換機票時決定所有來回機票的航班和日期。 

j. 機票不可退款、更改路線和換票。乘客可更改機票內的日期，每次重新預訂以下目

的地的每張機票手續費為港幣 1,200 元：曼谷, 北京, 宿霧, 成都, 重慶, 登巴薩(峇里

島), 福岡, 福州, 杭州, 河內, 胡志明市, 高雄, 吉隆坡, 名古屋, 南京, 大阪, 檳城, 金

邊, 布吉, 青島, 札幌, 首爾, 上海(浦東), 新加坡, 台北, 東京(成田), 廈門  ; 每次重新預

訂以下目的地的每張機票手續費為港幣 2,400 元: 阿姆斯特丹, 奧克蘭, 波士頓, 布里

斯本, 芝加哥, 科倫坡(可倫坡), 杜拜, 法蘭克福, 約翰內斯堡(約翰尼斯堡), 加德滿

都, 倫敦(希斯路), 洛杉磯, 馬德里, 曼徹斯特, 墨爾本, 米蘭, 紐約 (甘迺迪), 巴黎, 珀

斯(伯斯), 三藩市, 悉尼（雪梨), 特拉維夫, 多倫多, 溫哥華, 蘇黎世。所有機票更改須

於原定出發日期前辦理手續。任何重新訂位費用僅可在兌換獎品、出票後並根據國

泰航空的票務政策收取。得獎者須負責支付適用於機票的所有稅項和附加費。未能

依時登機之旅客將被視為放棄獎品，機票將不可重新預訂。 

k. 機票兌換碼可於領獎電郵發出日期起計，一個月內使用。有效旅遊期為領獎電郵發

出日期起計，以下目的地之旅遊有效期為 6 個月，並須視乎航班恢復和運力而定：



曼谷, 北京, 宿霧, 成都, 重慶, 登巴薩(峇里島), 福岡, 福州, 杭州, 河內, 胡志明市, 高

雄, 吉隆坡, 名古屋, 南京, 大阪, 檳城, 金邊, 布吉, 青島, 札幌, 首爾, 上海(浦東), 新加

坡, 台北, 東京(成田), 廈門 ；以下目的地之旅遊有效期為 12 個月，並須視乎航班恢

復和運力而定：阿姆斯特丹, 奧克蘭, 波士頓, 布里斯本, 芝加哥, 科倫坡(可倫坡), 杜

拜, 法蘭克福, 約翰內斯堡(約翰尼斯堡), 加德滿都, 倫敦(希斯路), 洛杉磯, 馬德里, 曼

徹斯特, 墨爾本, 米蘭, 紐約 (甘迺迪), 巴黎, 珀斯(伯斯), 三藩市, 悉尼（雪梨), 特拉維

夫, 多倫多, 溫哥華, 蘇黎世 。 

l. 機票可以客艙級別「N」 / 「輕便」票價預訂，並受禁運期和座位供應情況限制。 

m. 以下目的地：曼谷, 北京, 宿霧, 成都, 重慶, 登巴薩(峇里島), 福岡, 福州, 杭州, 河內, 

胡志明市, 高雄, 吉隆坡, 名古屋, 南京, 大阪, 檳城, 金邊, 布吉, 青島, 札幌, 首爾, 上海

(浦東), 新加坡, 台北, 東京(成田), 廈門 的最短/最長逗留時間為 2 日/7 日; 阿姆斯特

丹, 奧克蘭, 波士頓, 布里斯本, 芝加哥, 科倫坡(可倫坡), 杜拜, 法蘭克福, 約翰內斯堡

(約翰尼斯堡), 加德滿都, 倫敦(希斯路), 洛杉磯, 馬德里, 曼徹斯特, 墨爾本, 米蘭, 紐

約 (甘迺迪), 巴黎, 珀斯(伯斯), 三藩市, 悉尼（雪梨), 特拉維夫, 多倫多, 溫哥華, 蘇黎

世的最短/最長逗留時間為 2 日/1 個月。 

n. 得獎機票持有人使用得獎機票時，此優惠可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及/或馬可孛

羅會會籍積分。有關賺取「亞洲萬里通」里數，詳情請瀏覽: 

https://www.asiamiles.com/zh/earn-miles/airlines/detail.html/cathay-pacific 

o. 得獎機票持有人必須在展開旅程前年滿十二歲或以上。 

p. 不可以現金或任何飛行常客里數提升客艙級別。 

q. 如有關兌換機票存有任何爭議，國泰航空保留最終裁決之權利。 

r. 抽獎活動中所有機票由香港機場管理局贊助送出。 

 

7. 法律責任 

A. 參加者或得獎者所登錄之資料或國泰航空發出之得獎通知如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

或損毀，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國泰航空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或得獎者均不

得異議。 

 

B. 國泰航空及其董事、職員、代理人、供應商對任何參加者因參加或得獎造成的損失、

傷病或不滿，均不承擔任何責任。國泰航空概不對合資格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因新

冠疫苗接種或入境或逗留香港或參與或贏得抽獎活動而產生或蒙受的任何損害、損

失、申索、責任、死亡、醫療及／健康狀況、成本或開支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國泰

航空將不會對以下情況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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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紀錄被存入於有技術故

障之資料庫、網路、電話線路或任何網站堵塞，或因參加或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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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同意不就因接受或使用獎品而造成的任何損失（ 包括特

殊、間接及連帶損失） 而向國泰航空及其夥伴公司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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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傷病、死亡或財物損失。  

https://www.asiamiles.com/zh/earn-miles/airlines/detail.html/cathay-pacific


 

8. 得獎者相關影像之使用權利  

得獎者所有得獎活動相關影像之所有權，將由國泰航空所擁有。國泰航空將使用此活動舉辦期

間所收集的影像作宣傳國泰航空之用。參加者同意國泰航空可以於印刷物品、網上和其他市場

營銷和通訊媒體使用上載的照片或相關錄像；國泰航空及旗下所有品牌保留全部決定權及免費

使用作宣傳國泰航空的權利。參加者提交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 用戶資料、文字、照片，

即表示同意並授權國泰航空非獨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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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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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可以盡可能充分利用內容，無需賠償或對使用或責任有任何限制。

參加者同意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放棄所有道德權利。 國泰航空可能邀請得獎者參與相關

得獎宣傳及公關活動。 

 

9. 保障個人資料 

國泰航空為了抽獎活動用途，須向參加者收集個人資料，例如參加者之稱謂以及香港身份証號

碼（ 英文字母及首 4 個數字） 。得獎者須提供證明在條款及細則所明示之條件下已完成接種

疫苗。兩劑相關疫苗必須在香港接種。國泰航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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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加者未能按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國泰航空將無法處理或接受

有關登記或頒發獎項。此外，國泰航空會按照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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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泰航空可度身定制向客戶提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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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受國泰航空的私隱與

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於抽獎活動登記期間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將披露或轉交予香港機場管理

局，以監察或核實其贊助之抽獎活動。個人資料將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分享，以用作法律和行政

用途，例如會計和審計。此外，個人資料可能會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分享，以確認得獎者是否符

合資格兌換獎品。個人資料的保存時間不會超過指定目的之所需時間。每名參加者須確認已閱

讀並完全理解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的個人資料私隱和安全政策，並同意國泰航空出於抽獎活動之

目的使用（ 包括任何轉移） 其個人資料。有關國泰航空的私隱政策，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

policy.html   

  

10. 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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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和細則及條款的

司法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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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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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國泰, 國泰航空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國泰假期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policy.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zh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poli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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