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城有 Jabso  接種有大禮」條款及細則 

 

「全城有 Jabso  接種有大禮」的條款及細則  

 

1. 「全城有 Jabso  接種有大禮」（「活動」）由和記電話有限公司（「本公司」）舉辦。透過參加本活動，參

加者被視為已同意此等條款及細則。 

合資格參加者 

2. 符合以下所有規定的人士（各為「合資格參加者」）均可參加本活動： 

 持有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香港永久居民（「永久居民」）或 

持有有效香港居民身份證的香港非永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並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已年滿 18

歲；及 

 已於活動公佈前完成接種兩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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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於 2021

年 8 月 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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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各項活動之條件： 

a) $800 手機折扣（「手機折扣」） 

 於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內新上台，續約或手機升級選購 3G、4G、4.5G 及 5G 月費計劃

（免費副 SIM 賬戶除外），簽訂 24 個月合約，並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或之前成功啟動流動電話帳

戶之客戶。 

b) 額外 33GB 5G 本地數據（「額外 33GB 5G 本地數據」） 

 於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內新上台，續約或手機升級選購 5G 月費計劃（免費副 SIM 除

外），簽訂 24 個月合約，並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或之前成功啟動流動電話帳戶之客戶。 

c) iPhone 12 Pro (128GB) 抽獎（「抽獎」） 

 持有有效之香港流動電話號碼（「流動電話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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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議有意合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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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參加活動 

4. 合資格參加者必須使用電子登記表格透過活動網站 https://www.three.com.hk/3Care/jabso/index.html

（「活動網站」）進行登記，以參加本活動。合資格參加者必須提供有效之流動電話號碼、電郵地址、香港身

份證及兩劑新冠疫苗接種日期，方可成功登記。每個流動電話號碼只可登記一(1)次。合資格參加者持有的以

個人名義登記之 3 香港及 MO+月費計劃之流動電話號碼帳戶，可獲三(3) 次抽獎機會; 而合資格參加者持有的

非 3 香港及非 MO+月費計劃之流動電話號碼帳戶（包括 3 香港儲值卡及由本公司網絡支援之其他品牌月費計

劃之流動電話號碼）則獲一(1) 次抽獎機會。合資格參加者持有的以個人名義登記之 3 香港及 MO+月費計劃

之流動電話號碼帳戶需提供與 3 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帳戶登記紀錄相同之身份證號碼及新冠疫苗接種日期作登

記。 

https://www.three.com.hk/3Care/jabso/index-en.html
https://www.three.com.hk/3Care/jabso/index-en.html


 

   

5. 本活動將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香港時間）開始接受登記，並於 2021 年 9 月 15 日下午 5 時 59 分（香港時

間）結束（「登記期間」）。 

6. 任何重複登記將不予受理，並不會獲得更多抽獎機會。 

抽獎活動之獎品 

7. 抽獎活動之得獎者（「得獎者」）將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中午 12 時正（香港時間）由本公司之專業電腦系

統在已登記的合資格參加者中隨機抽出。本公司將向得奬者送出共三十三(33)份獎品（各為「獎品」），詳情

如下： 

a. 三十三(33) 名得獎者將獲得 iPhone 12 Pro (128GB)一部（「獎品」） 

8. 不論合資格參加者獲得抽獎機會之數目，每位合資格參加者只會獲得獎品一份。 

9. 得獎者將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活動網站、英文虎報及星島日報公佈。得獎者亦會於抽獎日起計 10 日內，

以登記時提供的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透過電話、短訊或電郵方式獲個別通知。 

領取抽獎活動之獎品 

10. 每名得獎者必須按照本公司所提供的指示於 2021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親自領取獎品。於領取獎品時，每名

得獎者必須向本公司證明其已符合資格，包括出示於登記時提供的香港身份證正本及香港政府衛生署發出的新

冠疫苗接種記錄正本及／或電子記錄，並須同時向本公司提供書面同意以向政府核實相關接種疫苗的記錄。 

11. 得獎者不得要求以其他禮品或現金代替其獎品。 

12. 獎品之顏色將隨機分配，得獎者不允許選擇顏色。 

13. 所有獎品均不可交換、轉讓、退款或轉售。 

手機折扣之條款及細則 

14. 手機折扣只適用於首 10,000 名成功登記之合資格參加者。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登記時間及

登記是否成功以本公司記錄為準。 

15. 手機折扣將於成功登記當日起計第二個帳單月內存入至合資格參加者之流動電話號碼帳戶。有關手機折扣優惠

的生效日及詳情，請以相關確認短訊為作準。 

16. 手機折扣只限於香港全線 3Shop 購買指定淨手機及平板，於使用手機折扣時，每名合資格參加者必須向本公

司證明其已符合資格，包括出示於登記時提供的香港身份證正本及香港政府衛生署發出的新冠疫苗接種記錄正

本及／或電子記錄。 

17. 手機折扣之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逾期無效。 

18. 合資格參加者須按當時本公司之建議零售價選購指定淨手機及平板。 

19. 手機折扣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手機折扣不可轉讓及轉售，僅限合資格參加者本人使用。  

20. 手機折扣不可兌換現金、退款或作現金及任何形式找續。 

額外 33GB 5G 本地數據之條款及細則 

21. 額外 33GB 5G 本地數據只適用於首 10,000 名成功登記之合資格參加者。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

止。登記時間及登記是否成功以本公司記錄為準。 

22. 額外 33GB 5G 本地數據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23. 合資格參加者可享合共 33GB 額外 5G 本地數據（每月可享額外 11GB 5G 本地數據）。額外 5G 本地數據將

於成功登記當日起計第二至第四個帳單月內存入至合資格參加者之流動電話號碼帳戶。有關額外數據的生效日

及詳情，請以相關確認短訊為作準。 

24. 所有使用量須符合本公司之服務使用政策及公平使用政策。 

25. 所有使用量及收費只適用於本地服務。 

26. 須受本公司 3G、4G LTE 及 5G 服務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上述及其他特別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本公司

查詢。 

27. 實際 5G 網路數據體驗可能應某些因素而受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網絡設定/規格或覆蓋、手機裝置之個別性能

或功能、傳輸技術、網絡流量及使用情況、網站伺服器速度、其他內容供應商的服務穏定性、天氣狀況及其他

環境因素(如受大廈、山嶺、隧道等障礙物)可能引致無線電干擾現象。須受本公司 5G 服務使用條款及細則約

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28. 本公司在是次活動中要求參加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聯絡參加者及領獎時核實身份之用，並會妥善保存

及保密處理已收集之個人資料。如參加者拒絕提供有關資料，本公司有權拒絕參加者參與是次活動。所收集的

個人資料會於本活動完結後 60 日內銷毀。有關本公司的私隱權政策，請參閱

https://web.three.com.hk/terms/privacypolicy/index.html 中列出的推廣和宣傳用途，如得到合資格用戶

同意，個人資料會用作推廣及宣傳用途。 

29. 如參加者同意接收直銷信息，本公司將保留閣下的個人資料，直至閣下要求拒絕接收直銷信息。 

一般事項 

30.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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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而產生或蒙受

的任何損害、損失、申索、責任、死亡、醫療狀況、成本或開支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惟上文第 7 段所表明

由本公司承擔的該等費用及成本除外。 

31. 本公司擁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釐定參加者是否符合資格參加本活動及／或領取獎品。 

32. 如發現任何蓄意以空號或假帳戶參加本活動，本公司有權取消該參加者的參加資格而不會發出事先通知。 

33. 對於是次活動之登記資料及時間，將以本公司伺服器所收獲之數據作準。任何因電腦、通訊工具、網路等技術

問題或其他任何非在本公司合理控制範圍內的問題而引致參加者所遞交的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

等情況，本公司概不負責。 

34. 本公司對參加者因參與活動及獲取獎品而引申之所有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交通費、運輸費等，均無任何責

任。 

35. 產品圖片、規格及資料由供應商提供，並以實物為準。有關任何查詢，請聯絡個別供應商(聯絡資料: 

www.three.com.hk/vendorcontact)。本公司對供應商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不負任何責任。 

36. 除合資格參加者及本公司外，概無人士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將擁有任何權利執行或享有此等條款

及細則任何條文的相關利益。 

37. 如出現因活動而產生或與之有關的任何爭議，本公司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並不可推翻。 

38. 若宣傳資料所載資料與此等條款及細則有任何歧義，概以此等條款及細則為準。 

39. 本公司保留隨時修改、暫停或終止此活動及相關關內容及條款細則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

公司擁最終決定權。 

40. 本活動於香港舉行。此等條款及細則須受香港法例規管及按其詮釋，每名合資格參加者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

法管轄權管轄。 

http://www.three.com.hk/website/appmanager/three/home?_nfpb=true&_pageLabel=P200470391219567710594&lang=chi&pageid=zz6401
https://web.three.com.hk/terms/3g4gstnc/index.html
https://web.three.com.hk/terms/3g4gstnc/index.html
https://web.three.com.hk/terms/3g4gstnc/index.html
http://www.three.com.hk/vendorcontact


 

   

41. 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42.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為：54585, 54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