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迪士尼樂園 10K Weekend 2023 -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全力支持」 

 

條款及細則 

於 2023年 3月 18日至 19日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舉行的「香港迪士尼樂園 10K 

Weekend 2023 -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全力支持」及其附帶活動 (「活動」) 由香港國際主題樂園

有限公司(「HKITP」)及香港田徑總會有限公司聯合主辦（合稱「大會」）。 

 

在此等條款及細則中， 

 

·「賽事」指以下任何一項於活動期間舉行的比賽：兒童跑、3公里跑、5公里跑及 10公里跑歡

樂組及 10公里跑比賽組 (10公里跑比賽組分為男子青年組(16-19 歲)、女子青年組(16-19

歲)、男子壯年組(20-34 歲) 、女子壯年組(20-34歲) 、男子先進 1組(35-44 歲) 、女子先進

1 組(35-44 歲) 、男子先進 2 組(45 歲或以上)及女子先進 2 組(45 歲或以上))。 

·「報名者」指為其個人或其 18歲以下子女/被監護人完成和提交活動網上申請的人士； 

·「參加者」指已被大會接受其報名參與活動的人士; 

·「兒童參加者」指 12歲以下的參加者; 

·「陪同參加者」指 18歲或以上、根據此等條款及細則要求陪同兒童參加者參與賽事的參加

者； 

 

1. 責任免除 - 在適用法律准許的最大範圍內，每一位填寫及遞交活動網上申請（包括為自己或

代 18歲以下遞交活動網上申請）之人士免除對大會以及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活動相關，或提

供有關活動的服務或建議的個人、組織或公司提出任何及全部與此活動有關以及各種形式及

性質的損失、費用、損害賠償、索賠、要求、賠償、訴訟因由和/或各種性質的責任，包括但

不限於律師費（合稱「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因該人士為活動之練習、在參與活動過程中、

往返活動塲地途中所發生、收集、保留、移轉及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或使用信用卡或其他電

子付款方法之責任。 

2. 彌償 - 鑒於大會批准參加者參與活動，及獲得獎項之機會和領取有價值物件，參加者將全面

彌償大會及其代表 並免除大會承擔任何及全部由參加者參與活動引起或與該參與有關的責

任，包括但不限於與（a）任何傷害有關的任何和所有責任 ，參與者自己或任何其他人受

傷、疾病或死亡; 和（b）任何財物損失或損害。 

3. 年齡限制–在活動當日，10公里跑參加者必須年滿 16歲或以上；5公里跑參加者必須年滿 14

歲或以上；3公里跑參加者必須於年滿 3歲或以上；及兒童跑參加者必須於年滿 5歲或以

下。12歲或以下的參加者必須由一名陪同參加者陪同。陪同參加者必須在整個活動中陪伴兒

童參加者，負起兒童參加者的全部責任，並確保兒童參加者履行其適用之條款及細則。大會



有權在比賽之前或之後或比賽進行中，核實或要求參加者出示其身份証明（包括但不限於香

港身份証、護照或其他附有照片的証件）以核實參加者之身份及/或年齡。 

4. 報名確認–所有賽事名額均不能轉讓。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報名一經遞交，大會

一律不接納在提交活動網上申請後之任何更改要求。若就參加者提供的資料有虛假或不完整

或不正確、未完成付款，或不乎合任何參賽資格等，大會保留權利取消其參加者資格及其賽

事名額，而不作退款或賠償。大會亦保留權利以電話或其他方式與參加者或報名者聯絡及查

詢報名之補充資料。 

5. 報名費及取消政策–報名一經接納，有關報名費用將不能退回。因惡劣天氣情況或任何超出大

會所能控制之情況而順延、暫停或取消活動、任何賽事及/或任何其附帶娛樂活動及設施，大

會恕不退還報名費用或作出賠償。 

如活動因為 2019冠狀病毒病而未能如期舉行，大會可依其酌情權延期、更改活動形式或

取消活動。只限活動因新型冠狀病毒病取消，參加者可選擇以下其中一個補償方案：(i) 收

取一份補償包及保留跑手包；或 (ii) 可退回所有未使用之購買商品及跑手包以申請全數退

款。大會將於適當時候提供有關退款詳情。 

6. 重覆報名–每名報名者只能就同一賽事報名一次。每名報名者須確保自己名下只有一次登記。

大會將取消任何重覆之報名而不作另行通知或退款。重覆之報名不能用作領取跑手包而重覆

報名之費用不能退回。 

7. 服飾–參加者在參與活動時必須時刻穿著合宜的服裝，包括鞋子及襯衣。所有參加者在參與活

動時必須佩戴向他/她的跑手包中提供的大會號碼布。 

8. 防疫措施–參加者須依循由政府及大會施加之最新要求及限制(詳情，請參閱最新健康與安全

資訊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guest-services/health-and-safety/)及出發

前重要提示(將附於領取跑手包之電郵通知)。特別是以下之要求： 

(i) 在活動前，每位參賽者須自費進行政府要求之新冠病毒病驗測(如核酸檢測)； 

(ii) 當到訪度假區時，除獲豁免人士外，每位參加者(5歲或以上)在進入指定處所包括

樂園及在餐廳堂食前，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並符合「疫苗通行證」之要

求。持有「紅碼」之參加者不得進入上述之指定處所。 

(iii) 在活動期間，每位參加者必須時刻依循以下之要求： 

 佩帶口罩（法例豁免除外）； 

 羣組聚集；及 

 社交距離。 



9. 規則–參加者在提交活動網上申請後，報名者同意接受活動所制定的條款及細則、香港迪

士尼樂園規則、健康及安全資訊及出發前重要提示(將附於領取跑手包之電郵通知)，國際

田徑聯會的比賽規則、大會比賽規則，以及在活動中所有適用法律及政府或任何監管機

構所制定之規例、指引、指示及命令（合稱「規則」）。大會保留權利不時修改或補充規

則，或終止或暫停賽事而不作事前通知。 

10. 參加者體格–參加者必須留意及明白活動（包括其中之賽事）所涉及的風險及所需之體能

負荷。每位參加者（及未滿 18歲參加者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如適用）須自行負責確保

參加者健康狀況良好及適合參與活動及賽事，身體並無任何損傷、疾病或缺陷可能限制

他/她參與及完成活動及賽事的能力。任何懷孕或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臟病及高血壓的人

士，不應參與活動或賽事；及他/她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及出現任何新型冠狀病毒病

或其他傳染病之症狀。大會保留權利不容許或取消任何為大會知悉或依其絕對酌情權判

斷下看似或懷疑不適合參與活動的參加者的資格。大會建議參加者在比賽前徵詢醫生意

見，以確保其身體狀況適合參與活動及賽事。遞交活動網上申請及參與活動，代表： 

（a） 參加者已仔細閱讀及完成大會提供的健康問卷和安全建議專訊; 

（b） 參加者向大會保證及確認其身體狀況良好及適合參與及完成活動及賽事，及他/

她沒有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及出現任何新型冠狀病毒病或其他傳染病之症狀；

及 

（c） 不限制上文第 2段情況下，參加者同意向大會彌償及免除大會承擔任何或全部

因其身體狀況不適合參與及完成活動及賽事而發生或與之有關的責任。 

11. 取消資格–對於任何觸犯、違反或不遵守任何規則或此等條款及細則之參加者，大會保留權利

取消其參與賽事資格及拒絕承認其賽事成績。因這些情況被取消資格的參加者，大會無須退

還其登記費用。大會保留權利拒絕遲到的參加者參與活動。 

12. 寵物及其他動物 – 被認可為服務用途之動物除外 (例如:合資格導盲犬)，其他動物均不能進入

任何賽道。 

13. 更改賽道–大會保留因應道路實際情況或緊急情況下，於賽事前或進行中更改任何賽道之權利

而無須向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作另行通知。如緊急車輛必須於活動或賽事進行期間使用部

份賽道以盡快處理緊急情況，大會可能會暫停活動或賽事。在緊急情況下，必須跟從活動工

作人員及/或執法人員的指示。 

14. 工作人員指示–參加者必須時刻跟從大會及活動工作人員的指示。 



15. 比賽成績–大會將提供大會時間及個人時間予每名於指定時限內完成指定賽事及佩戴正確號碼

布之參加者(兒童跑參加者除外)。大會可能會提供分段時間，但只作參考之用。有關比賽成

績詳情，請向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查詢。 

16. 獎項及證書–只有 10公里跑之比賽組參加者有資格競逐有關獎項。所有獎項及名次均以大會

時間為準。任何人士參與沒有登記的賽事或場次，均不會獲頒發任何證書、獎牌或獎項。大

會將頒發電子證書及完成者獎牌予所有在大會時間的賽事及場次合乎資格之參加者。如參加

者：1)未有按指定的起跑時間起步; 及／或 2)未有按指定組別起步; 及／或 3)未有完成賽事

(包括於賽事期間登上大會巴士)，參加者將不會獲頒發任何獎項、獎牌或證書。 

 

( - 適用於參加者之項目) 

 

17. 天氣– 

 兒童跑 3公里跑 5公里跑 10公里跑 

歡樂組 

10公里跑 

比賽組 

活動取消

最後時限 

活動當天早上 3時正 

活動安排 如於上述時限，香港天文台已經發出 3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紅色或黑色暴

雨警告信號，活動將會被取消。 

而因應任何在上述沒有指明的惡劣天氣情況，大會有絕對酌情權決定順延、暫

停或取消活動、任何賽事及任何其附帶娛樂活動及設施。此類情況包括但不限

於，在活動取消最後時限後懸掛之雷暴警告及/或在活動前或期間發出的 10公里

賽事 兒童跑 3公里跑 5公里跑 

10公里跑 

比賽組 歡樂組 

獎牌   
   

證書   
   

獎項 -- -- -- 

 

(設有冠軍、亞軍及季軍，

獎項均以大會時間為準。) 

-- 



閃電警告，以及活動前惡劣天氣對設施，場地或路線造成的損壞或阻礙。有關

順延、暫停或取消活動之公佈會於活動之官方網站發佈。 

參加者敬請在賽事開始前 16小時內密切留意天氣報告，當中會顯示熱帶氣旋、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之信號或預測。亦請參加者密切留意活動之官方網站關於

活動之最新情況。 

因惡劣天氣情況而順延、暫停或取消活動、任何賽事及任何其附帶娛樂活動及

設施，大會恕不退還報名費用或作出賠償。 

 

18. 預售商品–任何優惠劵、推廣優惠、折扣均不適用於活動申請網站購買商品。於活動申請網站

購買之商品不得退換或與其他推廣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樂園

公司”）有絕對酌情權不時限制可供出售商品之數量、種類、價值或其他方面。 

19. 交通服務–於活動申請網站預訂之特別巴士服務是由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營運商”) 提供，並

非由樂園公司或其關聯公司提供。營運商並不是大會的代理人。大會並不會對營運商所提供

之產品或服務作出任何申述或保證。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內，大會亦不會對營運商之不當

行為、錯誤作為或遺漏、或其疏忽，或對使用其產品或服務時所引致之任何傷害、損壞、損

失或費用負責。特別巴士服務恕不提供給到港旅客。 

20. 進一步保證–參加者必須按大會不時要求簽署或網上確認有關免責表格或任何其他表格、文

件、協議或承諾。如參加者未滿 18歲，有關免責表格、文件、協議或承諾必須由他們的父

母（或法定監護人，如適用）簽署或網上確認。參加者（及/或他們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如

適用）未有簽署或網上確認有關免責表格、文件、協議或承諾，將會被取消其參加者資格，

而大會將對此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不再負有任何責任。   

 

21. 第三者權利–此等條款及細則構成大會和每位參加者或報名者之間各別的協議。任何不屬於此

協議的立約方的人士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章）下不享有任何權利強

制執行此協議任何條款。 

22. 法律規管–此活動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法律組織，本條款及

細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規管和詮釋。 

23. 解釋及決定權–大會擁有對此等條款及細則最終之解釋權。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就爭議及

與此活動有關任何問題之最終決定權。 

24. 語言–本條款及細則以英文及中文編寫，若英文本與中文本之間如有任何歧義，則以英文本為

準。 



「香港迪士尼樂園 10K Weekend 2023 -  由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 

 

參加者免責聲明及賠償保證 

 

（本聲明以中文及英文編寫，如有任何分歧，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鑒於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香港迪士尼管理有限公司及/或香港業餘田徑總會有限公司 （下稱

「大會」） 批准本人參與於 2023年 3月 18日至 19日於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舉行的「香港迪士尼樂

園 10K Weekend 2023- 由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全力支持」及其附帶活動（「活動」）；及以獲得獎項

之機會和領取有價值物件，本人作出以下聲明： 

 

1. 本人知道參與此活動可能需要大量體力及有可能導致意外、受傷、死亡或損失。本人參加此活

動是願意自己承擔風險及責任。在適用法律准許的最大範圍內，本人在此豁免大會及其它直接

或簡接與該活動有關、或提供有關活動的服務或意見之個人、機構或公司任何及全部與此活動

有關以及各種形式及性質的損失、費用、損害賠償、索賠、要求、賠償、訴訟因由和/或各種性

質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合稱「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因本人在該活動之練習、在

參與該活動過程中、往返活動塲地途中、收集、保留、移轉及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或使用信用

卡或其他電子付款方法，所發生或其引致之人身傷亡或財物損失之任何責任。 

 

2. 本人向大會聲明，本人健康狀況良好及適合參與活動，身體上並無任何損傷、疾病或缺陷可能

限制本人參與和完成活動的能力。大會已向本人建議在參與活動前，應先就本人的能力、體格

及參與活動的合適度，徵詢本人醫生的意見。本人向大會聲明本人具備參與此活動所需之技能。

本人確認，除於第 6 段所述，大會沒有及不獲授權向本人提供任何醫療服務，或就本人的身體

狀況提供任何意見或診斷。本人承諾，如現在本人的身體狀況可能令本人參與活動的能力受到

局限，或本人現在或其後任何時間有任何理由懷疑可能出現此情況，本人會或屆時將會就本人

是否適宜繼續參與活動，再次諮詢醫生的專業意見。本人並且聲明，在任何時間當本人覺得或

相信自己不能繼續參與活動時，本人將會立即停止參與有關活動。本人向大會保證及確認已仔

細閱讀及完成大會提供的健康問卷和安全建議專訊。 

 

3. 鑒於大會批准參加者參與活動，及獲得獎項之機會和領取有價值物件，本人將全面彌償大會及

其代表並免除大會承擔任何及全部由本人參與活動引起或與該參與有關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

與（a）任何傷害有關的任何和所有責任 ，本人或任何其他人受傷、疾病或死亡; 和（b）任何

財物損失或損害。 

 

4. 本人已閱讀並明白所有大會為活動所制定的條款及細則、大會提供的健康問卷和安全建議專訊、

香港迪士尼樂園規則、國際田徑聯會及大會比賽規則，包括但不限於大會之安排（合稱「規

則」） 。本人接受並會遵守大會不時為活動定立的所有規則。本人明白如本人未有遵守所有規

則，本人可能根據該大會決定而被取消資格而不獲賠償或退回報名費用。 

 

5. 本人同意接受藥檢及若在需要情況下接受大會提供的治療。 

6. 本人明白及同意在大會要求下向大會提供本人附有本人照片的証明文件，以作核對個人資料。 

 

7. 本人承諾，此聲明提及任何有關諮詢醫生的費用及支出概由本人承擔。 

 

8. 本人在參與活動期間，如發現任何不安全狀況，會立即通知大會工作人員，並停止參與活動直

至所有由本人發現之不安全狀況被處理為止。 



 

9. 本人不可撤銷地授權予大會及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關聯公司和受讓人（包括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華特迪士尼公司）及其母公司，子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和受讓人）（合稱「被

免責方」）於活動進行中對本人進行拍攝、記錄及/或錄影，並將之作展示、編輯、使用及/或以

其他方式利用，本人的姓名、肖像、活動結果和賽事成績（如下文描述）、聲線及外觀於所有

不論現在已知或將來存在的媒體（包括但不限於，在電腦或其它設備的應用程序、網上廣播、

電視節目（包括在 ESPN 平台廣播），動畫、電影、報紙和雜誌）並以所有形式 （包括並不限

於數碼化影像或視頻） 於全世界任何地方及永久地使用，不論是否用於任何廣告、宣傳或推廣

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號碼布（如適用）、年齡、時間（如適用）、性別、居住國家，或

其他活動結果），並無須負責任何補償，其餘義務、保留、限制或進一步批准，且本人同意就

有關此授權及使用權的任何申索會作出全數彌償，及免使被免責方承擔有關此等授權或使用權

之任何申索。然而，被免責方沒有責任行使此等此項下授予的權利。 

 

10. 本人在此聲明本人在網上申請上提供之資料是正確無誤、真實及完整。 

 

11. 大會擁有對此聲明之最終解釋權。如有任何爭議，大會保留就爭議及與活動有關任何問題之最

終決定權。 

 

12. 在此提交活動網上申請，茲證明本人確認本人已閱讀及明白及同意大會可能為有關此活動的目

的，以活動網上申請附上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述方式收集、儲存、移轉及使用在活動網上申

請上及其關聯的活動（包括但不限於組織、推廣或宣傳活動，以及支付報名費和購買商品）中

收集的個人資料。選取「收取香港迪士尼樂園資訊」方格及提交此網上申請，本人確認已閱讀

並明白及同意大會可以活動網上申請附上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所述方式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

銷用途。 

 

13. 此參加者免責聲明及賠償保證構成大會和每位登記者或參加者（其定義見活動條款及細則）之

間各別的協議。任何不屬於此協議的人士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

不享有任何權利強制執行此協議任何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