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4 - TVB fun 投票》（條款及細則）
您必須成為 TVB fun 登記用戶方可參加《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2014 - TVB fun
投票》（“投票”）。
請於參加投票前細閱以下所有條款及細則。如參加投票，您即確認並同意遵守該
等條款及細則。

1.

投票項目
全民(TVB fun) + 專業(TVB 評委會) 投票組別
(a) 最佳男主角 1 名(共 15 個提名)
(b) 最佳女主角 1 名(共 15 個提名)
(c) 最佳劇集 1 名(共 21 個提名)
全民(TVB fun)投票組別
(d)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1 名(共 15 個提名)
(e) 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1 名(共 15 個提名)
(f) 最受歡迎劇集歌曲 1 首(共 36 個提名)

2.

投票時間
(a)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劇集及最受歡迎劇集歌曲
自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3 時正 起至 12 月 15 日凌晨 3 時正。
(b)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及最受歡迎電視女角色
自 2014 年 11 月 27 日下午 3 時正 起至 12 月 15 日《萬千星輝頒獎典
禮 2014》節目內截止，請留意節目內公佈。

3.

投票方法
(a) 您可透過 TVB fun 於每個投票項目中提交 1 個選擇。
(b) 您可於投票截止前更改您的選擇，重新選擇次數不限。每次的選擇並不
會累積而會被視作 1 次獨立的投票，我們會以您最後一次選擇為準。以同一
個身份證號碼、同一個手機號碼或同一部裝置登記的 TVB fun 帳號只會計算
一票。

4.

抽獎及獎品
(a) 您每參與一個投票項目便可獲得 1 個抽獎機會，如您能完成所有項目
之投票，您可獲得 6 個抽獎機會。抽獎機會並不會因為您重新選擇之
次數而增加。
(b)

抽獎將於翡翠台及高清翡翠台 2014 年 12 月 15 日晚上 10：30 播放之
《東張西望：萬千星輝頒獎典禮 王者誕生》
（“特備節目”）中舉行。
(c) TVB 會於特備節目中分別抽出兩名中獎者，並於該節目中聯絡中獎
者。中獎者須成功接聽 TVB 之電話並正確回答一條關於《萬千星輝
頒獎典禮 2014》之問題。其中一名得獎者將獨得奬金港幣$100,000。
另外一名得獎者可獨得歐洲開篷轎車一部，價值港幣$300,000。獎
品價值由贊助商提供，並以贊助商之說明為準。

(d)

若 TVB 未能於抽獎後 10 秒內撥通中獎者參加遊戲時輸入之手提電話
號碼並成功與中獎者通話，或中獎者未能於特備節目中正確地回答該
條問題，中獎者之得獎資格將被取消；TVB 會於該節目內再抽出另一
位中獎者，如此類推，直至成功送出獎品為止。

5．於核實得獎者身份及資料後，TVB 會通知得獎者親自前往 TVB 領取獎品。
18 歲以下中獎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代領獎品，中獎者須提供證明文件以證明
代領獎品的父、母或合法監護人與中獎者的關係，否則 TVB 有權取消其中
獎資格及沒收其獎品，中獎者不得異議。

其他
6. 您必須於 2014 年 11 月 27 日或之前年滿 11 歲及為有效之香港身份證持有人，
並且於投票前登記成為 TVB fun 登記用戶。
7.

所有 TVB 之員工、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員工，及其直系家屬均
不得參加抽獎。

8.

您的流動裝置需具備以下要求：
iOS 作業系統 6.0 或以上 或 Android 作業系統 4.0 或以上，及 TVB fun 版
本 2.0.2 或以上。

9.

如得獎者虛報資料或不遵守條款及細則，TVB 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及沒收
其獎品，得獎者不得異議。

10. 若您成爲得獎者，您同意接受 TVB 為宣傳投票、抽獎及其業務之訪問而 TVB
可於全球及以任何形式及永久於任何媒體上播放該等訪問。
11. TVB 不對獎品(包括其內容說明)作出任何聲明或保證。您同意免除 TVB 及
其聯屬公司之責任，免因您參加投票、抽獎或因領取或使用任何獎賞而承擔
所引致之任何傷害、損失、申索、訴訟及其他之法律責任。
12. 如因通訊/接收器材突發故障、任何電訊公司之通訊或技術問題、其他第三
方之故障、意外或原因影響本活動運作，致使您未能參加投票/抽獎或參加
投票時輸入之資料不完整，又或 TVB 於抽獎過程中未能及時聯絡上您而對
您造成之任何損失，TVB 概不負責。而相關投票或抽獎或獎品之處理，TVB
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由於您參與遊戲時需要連接互聯網並消耗一定的網絡數據流量，因此您需留
意自己的網絡數據用量及網絡供應商所徵收的費用。如有疑問，請聯絡您的
網絡供應商。
14. 您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皆屬真實及準確，包括：(i)香港身份證上之姓名；
(ii) 香港身份證號碼；及(iii)手機號碼。如有不實，TVB 有權取消您參加投
票及/或抽獎之資格及/或要求您退回獎品。
15. 您允許並同意 TVB 根據 TVB 之「私隱政策」 ( 詳情請參閱在 TVB fun “設
定”中之「私隱政策」及 tvb.com 網頁之「私隱政策」http://www.tvb.com/
affairs/faq/policy/index_e.html) 收集及使用您所提供之資料，作為驗證及核
對參加者及得獎者身份。
16. TVB 有權不時更改條款及細則，有關更改毋須事先通知您，您應不時登入
TVB fun 確認。
17. 投票、抽獎、抽獎結果、獎品之領取及處置及條款及細則之最終解釋權屬
TVB 所有，如有任何爭議，TVB 保留一切之最終決定權。
18. 如 TVB 發現任何可疑或實際證據，顯示您使用或教唆他人使用不正當或欺
詐方法干擾 TVB fun 手機程式之運作造成本活動任何部份受到干擾、技術難
題或故障，或您盜用他人之個人資料參加投票及抽獎，或作出任何危害、破

壞或影響投票及抽獎活動之舉辦、誠信、公平或順利進行的或在後端應用程
式偵察到之不正常投票，您除須負上刑事責任外，TVB 有權廢除您之參加
投票及抽獎資格及終止您於 TVB fun 會員帳號並保留向追究您之權利。
19. 所有關於投票及抽獎之責任及風險由您自行承擔；TVB 對一切有關索償概
不負責。
20. 您須同時參閱及遵守 TVB fun (見 TVB fun 設定 )所載之所有條款(包括
但不限於領獎須知及免責條款領獎須知及免責條款)。若條款及細則與 TVB
fun 之任何條款有衝突，當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