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迪士尼乐园 10K 周末 2019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 

 

条款及细则 

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举行的「香港迪士尼乐园 10K 周末 2019-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及其附带活动 (「活动」) 由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及香港业

余田径总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合称「大会」）。 

 

在此等条款及细则中， 

 

·「赛事」指以下任何一项于活动期间举行的比赛：皮克斯好友夜跑派对、儿童跑、3 公里跑、5

公里跑及 10 公里跑欢乐组及 10 公里跑比赛组 (10 公里跑比赛组分为男子青年组(16-19 岁)、女

子青年组(16-19 岁)、男子壮年组(20-34 岁) 、女子壮年组(20-34 岁) 、男子先进 1 组(35-44

岁) 、女子先进 1 组(35-44 岁) 、男子先进 2 组(45 岁或以上)及女子先进 2 组(45 岁或以上))。 

·「报名者」指为其个人或其 18 岁以下子女/被监护人完成和提交活动网上申请的人士； 

·「参加者」指已被大会接受其报名参与活动的人士; 

·「儿童参加者」指 12 岁以下的参加者; 

·「陪同参加者」指 18 岁或以上、根据此等条款及细则要求陪同儿童参加者参与赛事的参加者； 

 

1. 责任免除 - 在适用法律准许的最大范围内，每一位填写及递交活动网上申请（包括为自己或代

18 岁以下递交活动网上申请）之人士免除对大会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与活动相关，或提供有关

活动的服务或建议的个人、组织或公司提出任何及全部与此活动有关以及各种形式及性质的损

失、费用、损害赔偿、索赔、要求、赔偿、诉讼因由和/或各种性质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合称「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该人士为活动之练习、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往返活动塲地

途中所发生、收集、保留、移转及使用本人的个人资料或使用信用卡或其他电子付款方法之责

任。 

2. 弥偿 - 鉴于大会批准参加者参与活动，及获得奖项之机会和领取有价值物件，参加者将全面弥偿

大会及其代表 并免除大会承担任何及全部由参加者参与活动引起或与该参与有关的责任，包括

但不限于与（a）任何伤害有关的任何和所有责任 ，参与者自己或任何其他人受伤、疾病或死

亡; 和（b）任何财物损失或损害。 

3. 年龄限制 - 在活动当日，10 公里跑参加者必须年满 16 岁或以上；5 公里跑参加者必须年满 14

岁或以上；3 公里跑及皮克斯好友夜跑派对参加者必须于年满 3 岁或以上；及儿童跑参加者必须

于年满 5 岁或以下。12 岁或以下的参加者必须由一名陪同参加者陪同。陪同参加者必须在整个

活动中陪伴儿童参加者，负起儿童参加者的全部责任，并确保儿童参加者履行其适用之条款及细

则。大会有权在比赛之前或之后或比赛进行中，核实或要求参加者出示其身份証明（包括但不限

于香港身份証、护照或其他附有照片的証件）以核实参加者之身份及/或年龄。 

4. 报名确认- 所有赛事名额均不能转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报名一经递交，大会一

律不接纳在提交活动网上申请后之任何更改要求。若就参加者提供的资料有虚假或不完整或不正



确、未完成付款，或不乎合任何参赛资格等，大会保留权利取消其参加者资格及其赛事名额，而

不作退款或赔偿。大会亦保留权利以电话或其他方式与参加者或报名者联络及查询报名之补充资

料。 

5. 报名费–报名一经接纳，有关报名费用将不能退回。 

6. 重复报名–每名报名者只能就同一赛事报名一次。每名报名者须确保自己名下只有一次登记。大

会将取消任何重复之报名而不作另行通知或退款。重复之报名不能用作领取跑手包而重复报名之

费用不能退回。 

7. 服饰–参加者在参与活动时必须时刻穿着合宜的服装，包括鞋子及衬衣。所有参加者在参与活动

时必须佩戴向他/她的跑手包中提供的大会号码布。 

8. 条款及细则–参加者在提交活动网上申请后，报名者同意接受活动所制定的条款及细则、香港迪

士尼乐园规则、国际田径联会的比赛规则、大会比赛规则（合称「规则」）。大会保留权利不时

修改或补充规则，或终止或暂停赛事而不作事前通知。 

9. 参加者体格–参加者体格–参加者必须留意及明白活动（包括其中之赛事）所涉及的风险及所需

之体能负荷。每位参加者（及未满 18 岁参加者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如适用）须自行负责确保

参加者健康状况良好及适合参与活动及赛事，身体并无任何损伤、疾病或缺陷可能限制他/她参

与及完成活动及赛事的能力。任何怀孕或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脏病及高血压的人士，不应参与活动

或赛事。大会保留权利不容许或取消任何为大会知悉或依其绝对酌情权判断下看似或怀疑不适合

参与活动的参加者的资格。大会建议参加者在比赛前征询医生意见，以确保其身体状况适合参与

活动及赛事。递交活动网上申请及参与活动，代表： 

（a） 参加者已仔细阅读及完成大会提供的健康问卷和安全建议专讯; 

（b） 参加者向大会保证及确认其身体状况良好及适合参与及完成活动及赛事；及 

（c） 不限制上文第 2 段情况下，参加者同意向大会弥偿及免除大会承担任何或全部因

其身体状况不适合参与及完成活动及赛事而发生或与之有关的责任。 

10. 取消资格–对于任何触犯、违反或不遵守任何规则或此等条款及细则之参加者，大会保留权利取

消其参与赛事资格及拒绝承认其赛事成绩。因这些情况被取消资格的参加者，大会无须退还其登

记费用。大会保留权利拒绝迟到的参加者参与活动。 

11. 宠物及其他动物 – 被认可为服务用途之动物除外 (例如:合资格导盲犬)，其他动物均不能进入任

何赛道。 

12. 更改赛道–大会保留因应道路实际情况或紧急情况下，于赛事前或进行中更改任何赛道之权利而

无须向参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作另行通知。如紧急车辆必须于活动或赛事进行期间使用部份赛道

以尽快处理紧急情况，大会可能会暂停活动或赛事。在紧急情况下，必须跟从活动工作人员及/

或执法人员的指示。 



13. 工作人员指示–参加者必须时刻跟从大会及活动工作人员的指示。 

14. 比赛成绩–大会将提供大会时间及个人时间予每名于指定时限内完成指定赛事及佩戴正确号码布

之参加者(儿童跑参加者除外)。大会可能会提供分段时间，但只作参考之用。有关比赛成绩详

情，请向香港业余田径总会查询。 

15. 奖项及证书–只有 10 公里跑之比赛组参加者有资格竞逐有关奖项。所有奖项及名次均以大会时

间为准。任何人士参与没有登记的赛事或场次，均不会获颁发任何证书、奖牌或奖项。大会将颁

发电子证书及完成者奖牌予所有在大会时间的赛事及场次合乎资格之参加者。如参加者：1)未有

按指定的起跑时间起步; 及／或 2)未有按指定组别起步; 及／或 3)未有完成赛事(包括于赛事期间

登上大会巴士)，参加者将不会获颁发任何奖项、奖牌或证书。 

 

( -  适用于参加者之项目) 

 

16. 皮克斯好友夜跑派对 - 每位皮克斯好友夜跑派对的参加者将可参与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晚上

8 时 30 分至 10 时之夜跑活动，晚上 7 时至 11 时之夜跑派对及会收到一张电子香港迪士尼

乐园夜跑门票供其本人使用 (「乐园门票」) 。乐园门票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后发送

至参加者在活动网页报名时使用之电子邮件帐户，而活动手带将于参加者领取其活动跑手包

时同时派发。乐园门票为以下三种类型: 

 

(a) 夜间乐园门票 – 夜间乐园门票只适用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下午 4 时后 

(b) 1 日樂園門票適用於 2019 年 11 月 2 日全天 1 日乐园门票 – 1 日乐园门票适用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全天 

(c) 2 日乐园门票 –2 日乐园门票可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8 日期间入园两次，而其中

一次入园必须为 2019 年 11 月 2 日。未有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使用之 2 日乐园门票将作

废。为作核实门票用途，每位参加者必须在进园前在回转栏让本公司为其拍照，而该参加

者的照片将用作每次进园时持票人的身份认证。不接受自助通确认或拍摄照片的参加者可

赛事 皮克斯好友夜跑

派对 

儿童跑 3 公里跑 5 公里跑 

10 公里跑 

比赛组 欢乐组 

奖牌       

证书       

奖项 

 

 

-- 

 

 

-- -- -- 

 

(设有冠军、亚

军及季军，奖

项均以大会时

间为准。) 

-- 



使用其他验证方法，例如: 出示本公司不时规定的个人之身份证明。此外，2 日乐园门票

上将会注明该参加者的姓名且不可更改。 

以上三种类型之乐园门票均受限于以下之条款及细则: 未有于有效期内使用之乐园门票(就 2

日乐园门票而言，如 2 日乐园门票未有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使用) 将作废而毋须退换、退款

或赔偿。乐园门票受限在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book/tickets 一般条款及细则以及其

他由本公司随时修订的限制。本公司不会就任何随时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作另行。乐园门票不

可升级至 2 日门票、「奇妙处处通」或其他门票产品及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

使用。 

17. 天气– 

 儿童跑 3 公里跑 5 公里跑 10 公里跑

欢乐组 

10 公里跑

比赛组 

皮克斯好友

夜跑派对 

活动取消

最后时限 

活动当天早上 3 时正 活动当天下

午 5 时 30

分 

活动安排 如于上述时限，香港天文台已经发出 3 号或以上热带气旋信号、红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信号，活动将会被取消。 

而因应任何在上述没有指明的恶劣天气情况，大会有绝对酌情权决定顺延、暂

停或取消活动、任何赛事及任何其附带娱乐活动及设施。此类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在活动取消最后时限后悬挂之雷暴警告及/或在活动前或期间发出的 10 公

里闪电警告，以及活动前恶劣天气对设施，场地或路线造成的损坏或阻碍。有

关顺延、暂停或取消活动之公布会于活动之官方网站发布。 

参加者敬请在赛事开始前 16 小时内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当中会显示热带气旋、

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之信号或预测。亦请参加者密切留意活动之官方网站关于

活动之最新情况。 

因恶劣天气情况而顺延、暂停或取消活动、任何赛事及任何其附带娱乐活动及

设施，大会恕不退还报名费用或作出赔偿。 

 

18. 预售商品–任何优惠劵、推广优惠、折扣均不适用于活动申请网站购买商品。于活动申请网站购

买之商品不得退换或与其他推广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乐园公

司”）有绝对酌情权不时限制可供出售商品之数量、种类、价值或其他方面。 

19. 交通服务–于活动申请网站预订之特别巴士服务是由冠忠游览车有限公司 (“营运商”) 提供，并非

由乐园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提供。营运商并不是大会的代理人。大会并不会对营运商所提供之产

品或服务作出任何申述或保证。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大会亦不会对营运商之不当行为、

https://nam04.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hongkongdisneyland.com%2Fbook%2Ftickets&data=02%7C01%7CTheresa.Kuk%40disney.com%7C9850552e0c4c47a2457408d6f9393f69%7C56b731a8a2ac4c32bf6b616810e913c6%7C1%7C0%7C636970422550189116&sdata=7KIY4ojQqBjzpA%2BITW0pVUU2noYIwZg%2B%2BgqLUY79GVQ%3D&reserved=0


错误作为或遗漏、或其疏忽，或对使用其产品或服务时所引致之任何伤害、损坏、损失或费用

负责。特别巴士服务恕不提供给到港旅客。 

 

20. 进一步保证–参加者必须按大会不时要求签署或网上确认有关免责表格或任何其他表格、文

件、协议或承诺。如参加者未满 18 岁，有关免责表格、文件、协议或承诺必须由他们的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如适用）签署或网上确认。参加者（及/或他们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如适

用）未有签署或网上确认有关免责表格、文件、协议或承诺，将会被取消其参加者资格，而大

会将对此参加者或任何其他人不再负有任何责任。 

 
21. 第三者权利–此等条款及细则构成大会和每位参加者或报名者之间各别的协议。任何不属于此协

议的立约方的人士于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不享有任何权利强制执

行此协议任何条款。 

22. 法律规管–此活动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法律组织，本条款及细

则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法律规管和诠释。 

23. 解释及决定权–大会拥有对此等条款及细则最终之解释权。如有任何争议，大会保留就争议及与

此活动有关任何问题之最终决定权。 

24. 语言–本条款及细则以英文及中文编写，若英文本与中文本之间如有任何歧义，则以英文本为

准。 

 

  



「香港迪士尼乐园 10K 周末 2019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 

 

参加者免责声明及赔偿保证 

 
（本声明以中文及英文编写，如有任何分歧，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鉴于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香港迪士尼管理有限公司及/或香港业余田径总会有限公司（下

称「大会」） 批准本人参与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举行的「香港迪

士尼乐园 10K 周末 2019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及其附带活动（「活动」）；及以获得

奖项之机会和领取有价值物件，本人作出以下声明： 

 
1. 本人知道参与此活动可能需要大量体力及有可能导致意外、受伤、死亡或损失。本人参加此

活动是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及责任。在适用法律准许的最大范围内，本人在此豁免大会及其它

直接或简接与该活动有关、或提供有关活动的服务或意见之个人、机构或公司任何及全部与

此活动有关以及各种形式及性质的损失、费用、损害赔偿、索赔、要求、赔偿、诉讼因由和/

或各种性质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合称「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因本人在该活动

之练习、在参与该活动过程中、往返活动塲地途中、收集、保留、移转及使用本人的个人资

料或使用信用卡或其他电子付款方法，所发生或其引致之人身伤亡或财物损失之任何责任。 

 
2. 本人向大会声明，本人健康状况良好及适合参与活动，身体上并无任何损伤、疾病或缺陷可

能限制本人参与和完成活动的能力。大会已向本人建议在参与活动前，应先就本人的能力、

体格及参与活动的合适度，征询本人医生的意见。本人向大会声明本人具备参与此活动所需

之技能。本人确认，除于第 5段所述，大会没有及不获授权向本人提供任何医疗服务，或就本

人的身体状况提供任何意见或诊断。本人承诺，如现在本人的身体状况可能令本人参与活动

的能力受到局限，或本人现在或其后任何时间有任何理由怀疑可能出现此情况，本人会或届

时将会就本人是否适宜继续参与活动，再次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本人并且声明，在任何时

间当本人觉得或相信自己不能继续参与活动时，本人将会立即停止参与有关活动。本人向大

会保证及确认已仔细阅读及完成大会提供的健康问卷和安全建议专讯。 

 
3. 鉴于大会批准参加者参与活动，及获得奖项之机会和领取有价值物件，本人将全面弥偿大会

及其代表并免除大会承担任何及全部由本人参与活动引起或与该参与有关的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与（a）任何伤害有关的任何和所有责任，本人或任何其他人受伤、疾病或死亡; 和（b）

任何财物损失或损害。 

 
4. 本人已阅读并明白所有大会为活动所制定的条款及细则、大会提供的健康问卷和安全建议专

讯、香港迪士尼乐园规则、国际田径联会及大会比赛规则，包括但不限于大会之安排（合称

「规则」） 。本人接受并会遵守大会不时为活动定立的所有规则。本人明白如本人未有遵守

所有规则，本人可能根据该大会决定而被取消资格而不获赔偿或退回报名费用。 

 

5. 本人同意接受药检及若在需要情况下接受大会提供的治疗。 

 
6. 本人明白及同意在大会要求下向大会提供本人附有本人照片的证明文件，以作核对个人资料。 

 
7. 本人承诺，此声明提及任何有关咨询医生的费用及支出概由本人承担。 

 



8. 本人在参与活动期间，如发现任何不安全状况，会立即通知大会工作人员，并停止参与活动

直至所有由本人发现之不安全状况被处理为止。 

 
 
9. 本人不可撤销地授权予大会及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关联公司和受让人（包括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华特迪士尼公司）及其母公司，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和受让人）（合称

「被免责方」）于活动进行中对本人进行拍摄、记录及/或录影，并将之作展示、编辑、使用

及/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本人的姓名、肖像、活动结果和赛事成绩（如下文描述）、声线及外

观于所有不论现在已知或将来存在的媒体（包括但不限于，在电脑或其它设备的应用程序、

网上广播、电视节目（包括在 ESPN 平台广播），动画、电影、报纸和杂志）并以所有形式

（包括并不限于数码化影像或视频） 于全世界任何地方及永久地使用，不论是否用于任何广

告、宣传或推广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号码布（如适用）、年龄、时间（如适用）、性

别、居住国家，或其他活动结果），并无须负责任何补偿，其余义务、保留、限制或进一步

批准，且本人同意就有关此授权及使用权的任何申索会作出全数弥偿，及免使被免责方承担

有关此等授权或使用权之任何申索。然而，被免责方没有责任行使此等此项下授予的权利。 

 
10. 本人在此声明本人在网上申请上提供之资料是正确无误、真实及完整。 

 
11. 大会拥有对此声明之最终解释权。如有任何争议，大会保留就争议及与活动有关任何问题之

最终决定权 

 

12. 在此提交活动网上申请，兹证明本人确认本人已阅读及明白及同意大会可能为有关此活动的

目的，以活动网上申请附上的个人资料收集声明所述方式收集、储存、移转及使用在活动网

上申请上及其关联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组织、推广或宣传活动，以及支付报名费和购买商

品）中收集的个人资料。选取「收取香港迪士尼乐园资讯」方格及提交此网上申请，本人确

认已阅读并明白及同意大会可以活动网上申请附上的个人资料收集声明所述方式使用个人资

料作直接促销用途。 

 

13. 此参加者免责声明及赔偿保证构成大会和每位登记者或参加者（其定义见活动条款及细则）

之间各别的协议。任何不属于此协议的人士于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623章）

下，不享有任何权利强制执行此协议任何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