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探索蘭卡威之旅活動條款與細則 

 

本條款與細則（下稱為“條款與細則”）適用於本次活動。因此，建議您細讀條款與

細則，參與此活動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條款與細則的全部條款約束。 

 

A. 活動日期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探索蘭卡威之旅活動（下稱為“活動”）是由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主

辦。此活動日期將從馬來西亞時間 2019 年 7 月 5 日 00：01 直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3：59（下稱為“活動期間”）。 

 

B. 參賽資格 

任何符合以下標準的參與者（下稱為“參與者”）都可以參與此次活動。 

a. 年滿 18周歲； 

 

C. 以下人員不可參與此次活動： 

a.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正式工，合同工以及臨時工（包括所有馬來西亞航空集團旗下

員工）以及其直系親屬。 

b.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代表、業務合作夥伴和/或代理商（包括廣告或促銷代理商以

及其直系親屬）。 

 

D. 參與活動方式如下： 

a. 參與者需要在 2019年 7月 5日至 12月 31日之間購買馬來西亞國際航空飛往蘭

卡威的機票，並且旅行日期截止為 2020年 1 月 31日。  

b. 參與者購買的機票必須符合以上（a）所列的條件，並且機票上的乘客必須是參

與者本人。  

c. 合格的參與者應通過網站 malaysiaairlines.com提交申請表，申請表需含以下

信息：乘客全名、PNR預訂編碼、郵件地址以及一小段參與活動宣言。  

d. 1個 PNR預訂編碼=1個參與資格  

e. 參與者必須提交有效參與活動宣言。  

f. 申請表僅可通過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官方網站提交有效。  

g.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每月抽取 5名月度獎獲獎者。  

h. 參與者須在每個月底前提交申請表，才能參與月度獎抽獎。  

i. 3名終極大獎將由馬來西亞機場控股有限公司隨機抽取。  

j. 3名終極大獎得主將於 2020 年 1 月 31日，晚上 11:59（馬來西亞時間）從月度

獎獲得者（30名）中選出。  

k. 評判員將選取最具創意的參與活動宣言作為獲獎者。  

l. 所有參與者須遵守和尊重評判員的決定。 



m. 參與者提交的作品數量沒有限制，提交越多，獲勝的機會越多。但是，提交的申

請表應遵守以下條款： 

• 每個預訂編碼 PNR所包含的機票僅可提交一次申請表。 

n. 活動結束後，我們會竭力聯繫獲獎者。如果活動結束後 7個工作日內，我們無法

聯繫到您，或者您在被通知獲獎後 3個工作日內無法和馬來西亞國際航空確認您

是否接受所獲的獎品，或者您違背了本條款與細則，馬航有權收回已授予您的獎

品，並根據評判得分授予排在您下一位的參與者。  

o. 評判員的決定是最終決定，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不會就活動結果或其他馬航關於

此次活動所做決定進行信函溝通。  

p. 如果參與者在活動期間更改了聯繫信息，參與者須自行聯繫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更

新聯繫人信息。訪問或修改所提供的任何參與活動信息的請求應直接發送至馬來

西亞國際航空。 

D. 獎品 

1.本次活動的獲獎者將獲得以下獎品： 

 

3 份終極大獎 

• 雙人免費蘭卡威之旅，價值不超過馬幣 150,000。  

 

30 份月度獎  

•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每月（2019年 7月至 2019年 12月）提供 5張前往東南亞或馬

來西亞任意目的地來回程機票給予獲獎者。機票航段須是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自營航

班。 

 

1.1終極大獎須遵循以下條款與細則： 

a. 免費之旅的費用不包括現金支出。勝利者須承擔獎品中不包含的個人消費和日

常行程所需費用。其中包含但不僅限於旅行證件、護照和簽證申請的費用；  

b. 獲獎者和旅行同伴應自行安排旅遊行程；  

c. 獲勝者必須搭乘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自營航班前往蘭卡威；  

d. 不適用的旅行日期不可兌換機票行程，並且獲獎者須在獲獎通知發出後 6 個月

內完成所有行程；  

e. 獲獎機票適用於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自營航班，國內或國際的具體航線、艙位等

級、單程或往返航班、應參照獲獎信的內容；  

f. 獲獎通知中未提到的轉機停留，不可額外享有；  

g. 獲獎機票不可轉簽，升艙，轉讓，也不可以現金或其他形式申請部分或全部退

款；  

h. 獲獎機票含機場稅和燃油稅。獲獎機票不含任何保險、運輸費、額外行李費以

及其他機場特定的費用。獲獎機票不包含的費用，參與者可隨時自行支付。獲

獎者一旦預留了機位，則不能更改預留的航班與日期； 



i. 所有獲獎機票需遵守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一般規則、條款與規定。包括乘客與行

李一般條款。關於乘客與行李一般條款規定請參見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官網

www.malaysiaairlines.com；  

j.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不接受任何修改、變更或調整獎品所確定的日期、時間、

地點和/或其他細節的請求；  

k. 如果獲獎者或其旅行同伴因不符合目的地國家的任何法定要求、政府旅行警告

或旅行警示而未使用獎品，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不對獲獎者或其旅行同伴遭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l. 如果獲獎者和、或其旅行同伴因任何原因未能使用獎品，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沒

有義務提供任何替代獎品、等值現金或其他補償；  

m. 如果獲獎者未能在中獎通知規定期限內按規定方式兌換獎品，則獎品作廢，獲

獎者不得向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其代理商和/或其員工提出任何索賠。 

 

1.2月度獎須遵循以下條款與細則： 

a. 所有除中獎機票外的其他費用由獲獎者自行承擔。獎品中未涉及的費用和安排

均為自費項目，自費項目包括但不僅限於旅行費用、住宿費用和任何必要的旅

行證件、護照和簽證的費用；  

b. 所有因兌換獎品而往返機場的交通費、住宿費、個人費用和/或其他費用和/或

相關費用由參與者本人承擔；  

c. 獲獎者須自行安排旅遊行程；  

d. 獲獎者必須可通過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航班前往馬來西亞和東南亞的任何目的地；  

e. 不適用的旅行日期不可兌換獲獎機票行程，並且獲獎者須在獲獎通知發出後 6

個月內完成所有行程；  

f. 獲獎機票適用於馬來西亞國際航空自營航班，國內或國際的具體航線、艙位等

級、單程或往返航班、應參照獲獎信的內容；  

g. 獲獎通知中未提到的轉機停留，不可額外享有；获奖机票不可转签，升舱，转

让，也不可以现金或其他形式申请部分或全部退款； 

h. 獲獎機票含機場稅和燃油稅。獲獎機票不含任何保險、運輸費、額外行李費以

及其他機場特定的費用。獲獎機票不包含的費用，參與者可隨時自行支付。獲

獎者一旦預留了機位，則不能更改預留的航班與日期；  

i. 所有獲獎機票需遵守馬航一般規則、條款與規定。包括乘客與行李一般條款。

關 於 乘 客 與 行 李 一 般 條 款 規 定 請 參 見 馬 來 西 亞 國 際 航 空 官 網

www.malaysiaairlines.com；  

j.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不接受任何修改、變更或調整獎品確定的日期、時間、地

點和/或其他細節的請求；  

k. 如果獲獎者或其旅行同伴因不符合目的地國家的任何法定要求、政府旅行警告

或旅行警示而未使用獎品，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不對獲獎者或其旅行同伴遭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l. 如果獲獎者和、或其旅行同伴因任何原因未能使用獎品，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沒

有義務提供任何替代獎品、等值現金或其他補償；  



m. 如果獲獎者未能在中獎通知規定期限內按規定方式兌換獎品，則獎品作廢，獲

獎者不得向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其代理商和/或其員工提出任何索賠。 

 

 

1.3 因接受、兌換或享用獎品時而產生的任何費用和行程安排（包括但不限於機場接送、

個人費用、食品和飲料）均由獲獎者自行承擔。 

 

1.4 活動結束後，我們會竭力聯繫獲獎者。如果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我們無法聯

繫到您，或者您在被通知獲獎後(3)個工作日內無法和馬航確認您是否接受所獲的獎品，

或者您違背了本條款與細則，馬航有權收回已授予您的獎品，並根據評判得分授予排在您

下一位的參與者. 

 

1.5 如果參與者在活動期間更改了聯繫信息，參與者須自行聯繫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更新聯

繫人信息。 

 

D. 一般條款 

 

1.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保留免許可並且不付費使用、重製、編輯或傳播參與者所提交的

材料的權利，在任何媒體渠道以任何形式作發布或顯示。  

 

2.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保留不付費使用參與者或得獎者的姓名、照片、評論及參與作品

及材料的權利，在任何媒體管道以任何形式作宣傳推廣及營銷用途。參與者謹此保

證無論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如何使用或重製已呈交的參與影片仍可免除所有索賠及/

或任何責任。此條款在此活動期結束後仍然生效。 

 

3. 如出現以下情況，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可在活動期間的任何階段，在不預先通知的情

況下全權酌情決定取消參與者的參與資格及撤銷或沒收升艙券： 
 

a. 不符合參與者的特定條件；  

b. 無法完全遵守本條款與細則的參與者；  

c. 呈交不完整的申請資料；  

d. 違反本條款與細則或本活動的其它條款與細則的任何一項，或任何法律及法規；  

e.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保留全權酌情決定，基於任何理由確信參與者涉及欺詐、欺

騙或作弊等意圖破壞此活動的行為。 

 

4.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所做出的一切有關活動的決定（包括但不限於篩選得獎者）為最

後決定。參與者對活動決定提出的任何異議、回應、諮詢、上訴或質疑，恕一概不

受理。  

 

5. 獲獎者必須按照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所指定的方式與時間領獎，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對

領獎方式與時間保有全權酌情決定。獲獎者若無法按照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指定的時



間及方式領獎，則該獎項將被沒收。獲獎者無權就此向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其附屬

公司、子公司、代理、員工、代表、零售商、經銷商、分銷商以及相關廣告、 創

意、媒體、數碼、設計和其他創意代理機構追索獎項。  
 

6. 儘管有前述規定，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仍有權在任何時間，在不給予預先通知的情況

之下替換等值獎品。 

 

7. 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其附屬公司、子公司、代理、員工、代表、零售商、經銷商、

分銷商以及相關廣告、 創意、媒體、數碼、設計和其他創意代理機構，不對參與

者為參與此活動而導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壞（包括但不限於失去機會及任何間接或相

應的損失）或傷損或長期負傷或失去任何獎項或獎項遭受沒收的後果負責。  
 

8. 本活動條款與細則應根據馬來西亞法律解讀、管轄和闡釋。  
 

9. 本條款與細則授予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一切權力和特權，在任何情況之下不為任何限

製或禁令解除與撤銷。活動參與者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權實行禁製或限製或及/或其

他方式乾擾本活動分銷、展覽及/或做相關活動的推銷及/或生產任何活動相關產品

及/或活動衍生產品。 

 

10.馬來西亞國際航空將在不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全權酌情決定更改、刪除或增加本條款

與細則。  
 

11.本活動其他促銷廣告內容中出現的任何條件、條款與陳述，如與本條款與細則有抵

觸時，以本條款與細則為準。  
 

12.本條款與細則以英文本為準。其他任何語言的翻譯本僅為方便通讀。如果其他翻譯

本與英文本的細則與條規互相歧義或抵觸，以英文本的細則與條規為準。  
 

13.參與者一旦參加活動，則表示無條件接受與同意本條款與細則的所有內容。  
 

14.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有權在必要時取消、終止或中止此活動，恕不提前通知。為免疑

慮，如果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決定取消、終止或中止此活動，合格參與者不得就相關

措施致使的直接或間接損失，向馬來西亞國際航空、馬來西亞國際航空代理及馬來

西亞國際航空僱員要求任何形式的索賠。 

 

15.本條款與細則的內容若出現拼寫或印刷錯誤，馬來西亞國際航空概不負責。  
 



16.任何有關此次活動的疑問，評論以及投訴請以留言或者私信的方式提交馬來西亞國

際航空官方 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