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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隆存款赢奖竞赛                                         
          

   最后更新于 2018年 7月 7日 
 

竞赛期 
 

豐隆银行有限公司(97141-X)（“豐隆银行”）及/或豐隆回教银行有限公司(686191-W)（“豐隆回教银行”）[于此

统称为“银行”] “豐隆存款及赢奖竞赛”（“竞赛”）从2018年7月7日开始并于2018年9月30日结束，包括首尾两

日（“竞赛期”），除非另有通知。 

 

竞赛条件与规则(“条件与规则”) 
以下规定的条件与规则适用于此竞赛。 
 

参与资格 

 

1. 此竞赛是公开予马来西亚公民个人，并且是银行新的和现有参与户口的户口持有人（如以下第 3 条款规定），包

括豐隆优先理财和私人理财客户，以及经注册为豐隆 Connect 网上银行及/或 Connect App 的使用者（“Connect

使用者”）。 

 

2. 此竞赛是不适用于非 Connect 使用者（尽管事实上他们是参与户口的户口持有人之马来西亚公民），参与户口的

非马来西亚公民户口持有人，以及非个人客户包括独家企业、合伙企业、专业实习机构，公司和法人团体。 

 

3. 此竞赛是公开予以下户口的 Connect 使用者（“参与户口”）： 

 

(a) 豐隆基本储蓄户口 

(b) 豐隆基本储蓄户口-i 

(c) 豐隆 Multi-tier 储蓄户口-i 

(d) 豐隆储蓄户口 

(e) 豐隆储蓄户口-i 

(f) 豐隆基本来往户口 

(g) 豐隆来往户口 

(h) 豐隆乐龄Savers储蓄户口 

(i) 豐隆 Harvest 储蓄户口 

(j) 豐隆 Pay&Save 户口 

(k) 豐隆 Pay&Save 户口-i 

(l) 豐隆 SmartLink 户口 

(m) 豐隆 Top Yield 户口 

(n) 豐隆 One 户口 

(o) 豐隆来往户口 One-i 

(p) 豐隆 Payroll Plus-i 

(q) 豐隆 Money Box Deposit 户口 

 

为了避免混淆，以上第 3 条款所述的所有参与户口获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PIDM”)的保障。 

 

4. 无论是基于永久或签约的银行员工之 Connect 使用者，任何银行合伙之员工，代表或代理（包括外部审计师，厂

商，供应商，广告人员及竞赛代理）与他们个别的直系亲属（如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或姐妹）皆不得参与

此竞赛。 

 

5. Connect 使用者在有关由银行授权的任何设施做出了或涉嫌做出任何欺诈或违法行为，或已被告破产（根据豐隆

银行或豐隆回教银行或融资机构或任何第三方的上诉），或在此竞赛之前或期间随时取决于任何破产程序，皆不

得参与此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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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奖 

 

6. 此竞赛将派送出二十(20)份金额为马币七百七十七(RM777) 的奖品（“现金奖”）。 

 

7. 总现金奖限额为马币一万五千五百四十(RM15,540.00)，供此竞赛的 20 名现金奖优胜者（如以下第 20 条款规

定）。 

 

竞赛指南 

 

8. 为了获得参赛资格（“竞赛资格”），在竞赛期间 Connect 使用者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合格客

户”），才可赢取现金奖： 
 

竞赛条件 赢取竞赛资格的次

数 

(i)   从 2018 年 7 月 7 日至 7月 31 日开设一个新参与户口 1 

(ii)   每月存入最低数额为 RM1,500 的存款在任何参与户口，并维持连续两(2)个月 2 

(iii)  从 2018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31 日开设一个新参与户口，同时在该新参与户口每

月存入最低数额为 RM1,500 的存款，并维持连续两(2)个月. 

5 

 

9. 按照竞赛条件(ii)和(iii)，Connect 使用者必须每月在他们的参与户口存入最低数额为马币一千五百（RM1,500）

的存款，并维持连续两(2)个月（“2 个月存款”），此存款必须于 2018 年 7 月和 8 月或于 2018 年 8 月和 9 月进

行。 

10. 为了参与此竞赛，该 2 个月的存款必须是新基金。为了避免混淆，新基金的定义为： 

(a) 现金、GIRO 转账、通过其他银行电汇取得新基金、本地支票或其他银行发出的银行支票然后存入参与户口；

及 

(b) 在竞赛期间从赎回的股票，单位信托基金，债券/回教债券及/或豐隆 Invest Safe 所获得的收入，再转存入

参与户口。 

 

11. 以下不得被视为“新基金”： 

(a) 届满时的定期存款/定期存款-i（“FD/FD-i”）或任何FD/FD-i户口的提前支取； 

(b) 银行内部的基金转账，即从其他豐隆银行/豐隆回教银行的CASA/CASA-i，FD/FD-i或一般投资户口

（“GIA”））的基金转账；及 

(c) 豐隆银行与豐隆回教银行之间的往来转账，包括第三(3
rd
)方户口的转账。 

 
12. 在竞赛期结束时，银行将按照银行电脑系统所公布及显示竞赛条件的达成，自动判定合格客户的参赛资格。无需

呈交表格或参与登记。 

 

13. 合格客户持有多个参与户口，每个参与户口将独立享有各别的参赛资格，并不得在竞赛期间结合计算赢取总参赛

资格。 
 

竞赛优胜者筛选与条件要求 

 

14. 现金奖优胜者的参与户口必须保留开设，活跃及有効,从 2018 年 7 月 7 日直至 12 月 31 日户口结余至少为马币五

百(RM500)才有效，以供现金奖记入的用途。否则，现金奖优胜者将失去领取现金奖的资格，该现金奖将被作

废。 

 

15. 在不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现金奖将记入现金奖优胜者的参与户口，对于现金奖的延迟记入，银行一概不负

责。 

 

16. 在竞赛期结束后，银行将随机挑选一百(100)名合格客户进行现金奖优胜者的筛选（“候选合格客户”）。 

 

17. 银行或其委任的竞赛管理部 Dynamic Search Sdn. Bhd. (136574V)（“Dynamic Search”）将会根据银行的电脑

系统里，由 Connect 使用者所提供的最新电话号码，在任何办公时间内（早上 9 时至下午 5 时）拨电话联系候选

合格客户一次，并要求候选合格客户在问答环节（“Q&A”）以最短的时段内正确回答两（2）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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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无论基于任何原因，是由候选合格客户提供的手机号码不准确，或无论该误差是由于银行或候选合格客户的错

误，电话响了五（5）次后仍无人接听，候选合格客户将被视为失去赢奖机会，银行/ Dynamic Search 拥有绝对

的酌情权，必要时任何时候都可挑选另一名候选合格客户。因此，基本上客户有义务向银行提供他们最新，有效

和准确的手机号码，无论基于任何原因，在问答环节中若 Dynamic Search 无法联络到候选参与者，银行一概不

负责。 

 

19. 在 Q&A 结束后，银行将不会立即通知候选合格客户，他们是否是现金奖优胜者。 

 

20. 仅二十(20)名候选合格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正确回答最多问题的将被宣布为现金奖的优胜者（“现金奖优胜

者”）。若出现平局的状况，即超过一(1)名候选合格客户在相同的时段内，成功正确回答 2 道问题，那么具有

最高的新增存款之候选合格客户将被宣布为优胜者。 

 

21. 新增存款的定义是指在整个竞赛期，参与户口的每日平均余额(“DAB”)，减去截止于 2018 年 7 月 6 日的结余。

在竞赛期新开设的参与户口，计算新增存款的基准是马币零令吉 (RM0)。 

 

(a) 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前开设的现有参与户口 

 
 
DAB   =   Sum of daily end day balances throughout the Contest Period 

130 days 
      

每日平均余额   =    整个竞赛期的每日结束结余的总金额 

        130 天 

 
Incremental Deposit = DAB – Closing balance on 6 July 2018.  

新增存款                          =   每日平均余额 – 于 2018 年 7 月 6 日的结余 
 

(b) 在竞赛期开设的新参与户口 

 
      DAB   = Sum of daily end day balances throughout the Contest Period since opened 

      Number of days of the Contest Period since opened 

 
每日平均余额    =    从开设日至整个竞赛期结束的每日结束结余的总金额 

     从开设户口日计算起的竞赛期天数 

 
      Incremental Deposit = DAB 

新增存款           =每日平均余额 

 

22. 此竞赛每名候选合格客户仅可赢取一(1)份现金奖。 

 

23. 银行将不迟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以书函，电话，短讯服务（“SMS”）或于豐隆银行的网站 www.hlb.com.my

（“豐隆银行的网站”），豐隆回教银行的网站 www.hlisb.com.my（“豐隆回教银行的网站”）公布现金奖优胜

者名单或豐隆银行认为适当的方式，通知此优胜者（“通知”）。 

 

24. 获取此通知的现金奖优胜者，必须负责不迟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以书面通知银行没收到该现金奖，否则，他们将

被视为已接收到自银行的现金奖，对于现金奖的补偿之任何要求，银行将不予受理。 

 

25. 基于任何理由，若银行未能通知现金奖优胜者/现金奖优胜者没接获通知，银行将一概不负责，若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或之前，由于现金奖优胜者没接获通知，而导致现金奖优胜者没接收到现金奖，并且没通知银行有关事项，

现金奖的补偿之任何要求将不予受理 。 

 

26. 若候选合格客户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未接获自银行的通知，即被视为不是优胜者。 

 

http://www.hlb.com.my/
http://www.hlb.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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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候选合格客户于此同意并授权银行向 Dynamic Search 和 M3Tech 透露他/她/他们的名字,联络号码与地址，仅供

如以上第 17 条款规定的 Q&A 以及如以上第 23 条款规定的通知发送之用途。 

 

28. 现金奖优胜者也于此同意并授权银行透露或公布他/她/他们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有遮盖的形式）或于媒体，行

销或广告资料的照片，仅供竞赛专用。 

 

29. 此竞赛的 SMS 服务是由银行正式委任的 SMS 供应商 M3 Technologies (Asia) Berhad(482772-D)（“M3Tech”）

所提供与支持。 
 

一般条件与规则 

 

30. 参与此竞赛，Connect 使用者： 

(i) 已阅读，了解及同意接受于此竞赛的一切条件与规则之约束； 

(ii)  同意于此条件与规则，有关豐隆 CASA 的户口和豐隆来往户口-i 以及储蓄户口-i(Tawarruq CASA-i)

的豐隆一般条件与规则，以及银行随时规定的任何有关条件与规则须被视为一项完整协议。若出现任何

差异，一概以此规定的条件与规则为准； 

(iii) 同意并授权银行向 Dynamic Search 和 M3tech 透露他们的手机号码，供办理此竞赛专用； 

(iv) 同意此现金奖不可转让至任何第三(3
rd
)方，不可兑换成信用额，支票或任何其他形式； 

(v) 同意银行对此竞赛的所有相关事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并对所有合格客户具有约束力（包括但不限于现

金奖优胜者和合格客户获享现金奖的决定）此后的一切书函及/或上诉将不予受理；及 

(vi) 同意定期查阅豐隆银行的网站及/或豐隆回教银行的网站（统称为“银行的网站”），以确保合格客户随

时获悉竞赛的条件与规则之任何更改或变换。 

 

31. 银行保有权利： 

(i) 增加、删除、搁置或变更于此的条件与规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其拥有绝对的酌情权，

使用其他优惠或价值相等的产品取代现金奖；并以银行的网站或其他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发布其修改内

容，而事先给予日历廿一 (21) 天的通知； 

(ii) 更改，增加，取消或以其他价值相等的产品来取代现金奖，并事先于任何时候给予通知； 

(iii) 若如以上第 20 条款所述出现平局的状况，银行拥有绝对的酌情权决定谁人成为现金奖优胜者； 

(iv) 基于任何理由，银行拥有绝对的酌情权取消任何合格客户的资格，或认为合格客户适合参与此竞赛及/或

获享现金奖；及 

(v) 若合格客户不遵守此条件与规则，有关豐隆 CASA 的户口，豐隆来往户口-i 和储蓄户口-i(Tawarruq 

CASA-i)的豐隆一般条件与规则，以及所有其他法律/适用条规，此现金奖将被作废。 

 

32. 按照有关参与此竞赛之适用法律规定（若有），合格客户应自行承担可能实施于他们的所有税务，政府收费或任

何其他收费。 

 

33. 此条件与规则依据及受马来西亚法律所约束，合格客户同意服从马来西亚法院的管辖权。 

 

34. 意指一个性别的词语亦包括另一性别，意指单数的词语亦包括复数涵义，反之亦然。 
 

豐隆来往和储蓄户口/-i 户口获马来西亚存款保险机构(“PIDM”)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