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A SPEND & WIN CAMPAIGN 
 

活動日期 

豐隆銀行“VISA SPEND & WIN Campaign”（Campaign）從 2019 年 4 月 1 日（馬來西亞時間 12:00AM）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馬來西亞時間 11:59pm），上述兩個日期已包括在內（“活動日期”），除非另行

通知。 

 

條款與條件 

以下列出了適用於此活動的條款和條件（“T&C”） 
 

參加資格 

1. 活動公開給符合參加資格（條款二）（“符合條件持卡者）的現有及新的豐隆銀行 Visa 信用卡/扣

帳卡（包括 Mach）（“HLB 卡”）主卡持有者。 

 

為避免任何疑議，新的 HLB 卡主卡持有者是指顧客在活動前並沒有 HLB 卡及在活動期間申請 HLB 卡

並被批准。 

  

2. 以下人士並不具備參加資格： 

a) 在馬來西亞境外發行的 HLB 信用卡/扣账卡持卡人 

b) 因信用卡債務而被取消持有 HLB 有效信用卡/扣账卡 

c) 顧客涉及或被涉嫌對銀行進行欺詐、非法或關於 HLB 及 HLISB 的違法行為或在活動期間被判

破產或在活動期間或任何期間受到破產程序的約束。 
 

卡的零售消費机制 

3. 以下圖表顯示獲得參加資格的詳情： 

网购和外币消费 
参赛资格若使用

AirAsia 信用卡 

参赛资格若使用其

他信用卡/扣账卡 
开始消费 

外幣消费 (包括网购) 
每次消费可获得 

5 个参赛资格 

每次消费可获得 

2 个参赛资格 
www.hlb.com.my/swin   

特别线上消费 

 Agoda 

 AirAsia BIG 
(AirAsia, AirAsiaGo & Vidi) 

每次消费可获得 

5 个参赛资格 

每次消费可获得 

2 个参赛资格 

 
www.agoda.com.my/hlb 
www.airasiabig.com  

(包括 AirAsia BIG 应用程序) 

所有线上消费平台 

(不限于豐隆优惠) 

每次消费可获得 

2 个参赛资格 

每次消费可获得 

1 个参赛资格 
www.hlb.com.my/offers  

 

4. 以下圖表顯示活動可獲得的獎品： 

3 天 2 夜豪華住宿+航班* 

每個地點 1 名獲獎者及*每一名獲獎者將給予 8 萬 BIG 积分以供航班兌換 
1. 黃金海岸的 The Ruby Collection 2. 布里斯班的 The Point 3. 悉尼的 The Darling at The Star 

4. 墨爾本的 Windsor 酒店 5. 墨爾本的 Atlantis 酒店 6. 墨爾本中部的 Brady 酒店 

7. 伯克墨爾本的 Citadines 8. 墨爾本的 Pan Pacific 9.    墨爾本公寓 Empire CBD on Elizabeth 

備註：活動獎品必须在 2019 年 12 月尾前兌換及出發 

 

5. “零售消費”是指用令吉交易及/或其他貨幣，並使用 HLB 卡在網上或零售店消費。用其他貨幣交

易的零售消費，HLB 將會根據交易時間的兌換率轉換成馬幣。為避免任何疑議，零售消費不包括以

下： 

a) 動態貨幣轉換的零售消費 

b) ATM 提款 

c) 組合產品包括餘額轉賬、Call-For-Cash、Call-For-Cash Plus 及靈活付款計劃 

d) 退款、有爭議、不成功、撤銷、未經授權、欺詐或非法交易；及/或 

http://www.hlb.com.my/swin
http://www.agoda.com.my/hlb
http://www.airasiabig.com/
http://www.hlb.com.my/offers


 

e) 任何形式的服務或雜費，包括財務費用及 HLB 徵收的信用卡年費、逾期付款費用及政府服務

稅。 
 

6. HLB 對 Visa International Incorporat 的銷售交易傳輸失敗或延遲、商業機構，郵寄或任何可能導致

合格持卡人在此活動被忽略不承擔任何責任 

 

7. 與主卡同一個 HLB 卡戶口的附屬卡零售消費將會被歸納為主卡總零售消費。 

 
活動獎品優勝者遴選 

8. 根據所獲得的合格門檻，隨機電腦化選擇系統將篩選 30 名合格的持卡者。被篩選的合格持卡者

將會被 HLB 或指定的比賽管理，Dynamic Search 有限公司(136574-V) (“Dynamic Search”)進行問與答

(“the Q&A”)環節，並回答兩（2）道問題。 

 

9. 九（9）名被篩選的合格持卡者在最快時間正確回答兩道問題，將會是活動優勝者。 

 

10. 被篩選的合格持卡者在最快時間正確回答問題，將會根據條款（四）圖表的順序贏取其中一個活動

獎品(“活動優勝者”)。一旦出現平局，獲得最多參賽門檻的合格持卡者將會優先選擇活動獎品。 

 

11. 合格持卡者有義務提供其最新、有效及準確的聯絡號碼，無論 HLB 或 Dynamic Search 都不會對於無

法聯絡被篩選的合格持卡者承擔任何責任。 

 

12. 一旦被篩選的合格持卡者在同一天被聯絡三（3）次卻無法被接通，或被篩選合格持卡者的電話在

成功接通後要退出比賽，將被視為不具備參賽資格。 

 

活動獎品 

13. 活動獎品不包括以下： 

a) 簽證/擔保/護照及其他申請費用（若有必要） 

b) 至/从馬來西亞機場的接送服务 

c) 飛機餐、產品及服務 

d) 旅遊保險/伊斯蘭保險 

e) 額外行李費 

f) 海外交通、食物、活動及服務 

g) 酒店雜費(電話、無線網絡、小冰箱、洗衣、送餐服務、要求提升客房等)；及 

h) 任何適用的稅收。 
 

14. 優勝者有必要自費獲得相關海外旅遊證件。HLB 不承擔優勝者任何獲得相關旅遊證件的費用。 

 

15.  基於以下原因，HLB 不會提供替換或替代獎品： 

a) 優勝者無法獲得相關海外旅遊證件；或 

b) 優勝者無法在相關日期出發或/及拒絕活動獎品及要求替代配套； 
 

16. HLB 對於活動獎品沒有任何或滿意保證。HLB 不會掌控優勝者的旅遊行程（包括但不局限於相關航

空公司的航班延誤或取消），因此，對旅行的任何變更或取消不承擔任何責任。 

 

17. 活動獎品基於“按現狀”原則，不可轉讓給第三方且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種類，無論是部分還是全

部。 

 
履行活動獎品 

18. 合格持卡者在獲得活動獎品時，必須持有有效/活躍 HLB 卡戶口，信譽良好，不得違反本活動的任

何條款和條件及/或 HLB 持卡者的協議及/或 HLB 扣帳卡條款和條件；不然他/她將被取消獲獎資

格。 

19. HLB 会以认为最合適的方式在活動結束八（8）個星期內宣布得獎者。 



 

 
20. 活動獎品兌換： 

a) 三天兩夜住宿 

HLB 將會根據 HLB 系統的記錄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将活動獎品具體位置的住宿卷電郵給活動優

勝者，視情況而定。活動優勝者應該儘早預定。 

 

b) 航班 

每一名優勝者將會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給予 8 萬亞航 BIG 积分的航班兌換，以在 2019 年 12 月

自行預定旅行時間，視情況而定。如果沒有 BIG 會員，優勝者必須在 www.airasiabig.com 註冊

BIG 會員 ID。 

 

21. 得獎名單（名字及被打蒙的 HLB 卡號碼）將會在活動結束八（8）個星期內在 HLB 網站

www.hlb.com.my (“HLB 网站”)公佈。 

 

綜合 

22. 每一名合格的持卡者只能在活動期間贏取一（1）份獎品。 

 

23. 任何與活動獎品或其相關條款和條件有關的爭議應由獲獎者與授權經銷商/供應商直接結算及/或相

關的服務業務，並對 HLB 無任何追索權。HLB 對任何違反獎品質量或保修行為或有關的條款和條件

不承擔任何責任。 

 

24. 如未收到活動獎品，優勝者有必要在最遲 2019 年 8 月 31 日聯絡 HLB 客服 03-7626 8899 要求查詢。

一旦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後提出任何查詢將不被受理。 

 

25. 合格持卡者一旦要參加活動，必須明白及同意以下條件： 

a) 合格持卡者必須閱讀、明白及同意受本文的條款與條件的約束，HLB 持卡者協議的一般條款與條

件及 HLB 扣帳卡條款與條件，這一切都可以在 HLB 網站獲得相關資訊。 

b) 所有在活動期間被 HLB 系統捕獲的國內外交易記錄是準確及最終的。 

c) HLB 與本活動有關的所有事項決定均為最終決定，對所有合格持卡人具有決定性和約束力。不接

受任何上訴和/或進一步的通信。 

d) 活動獎品不得轉讓給任何第三方，不可轉讓且不可兌換現金或實物; 

e) 定期訪問 HLB 網站閱讀條款與條件，隨時了解條款與條件的變更或條款與條件的變異。 

f) 同意刊登或顯示他們的名字、身份證號碼（打蒙）及/或照片在 HLB 網站； 

g) 為了完成此活動，HLB 有權披露合資格持卡人的資料（包括名字、地址、號碼）給 Dynamic 

Search 及或相關旅行社。 

h) HLB 對合格持卡人的活動獎品質量或適用性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及 HLB 不承擔更換任何丟失或被

盜的活動獎品。優勝者必須直接與提供商就活動獎品的任何投訴，爭議或索賠進行交易，而無

需向 HLB 求助; 

i) 活動獎品將以“現狀”為基礎。所有印刷材料和/或 HLB 網站上的活動獎品僅供參考。任何以圖

片材料為特色的道具，配件或設備均以裝飾為目的，不構成獎勵的一部分；及 

j) 本文的條款與條件，HLB 持卡者協議的一般條款與條件及 HLB 扣帳卡條款與條件應作為完整協議

一起閱讀及一旦這些條款與條件之間存在任何差異，HLB 持卡者協議的一般條款與條件及 HLB 扣

帳卡條款與條件，此類特定條款和條件應以此類差異為準。 
 

26. HLB 保留追究權利: 

a) 以任何理由取消任何持卡人的資格，HLB可以完全自行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本次活動及/或有權獲得

活動獎品。 

b) 確定屬於“零售消费”定義的交易; 

c) 沒收活動獎品若不遵守本文的條款與條件； 

d) 通過在HLB網站上發布的方式，自行決定修改和/或更換本文的獎品以及類似價值的替代禮品或其

他任何方式HLB認為切合實際，以便事先通知合格持卡人; 和 

http://www.airasiabig.com/
http://www.hlb.com.my/


 

e) 增加、刪除或更改本文的條款與條件，全部或部分，或終止此活動及比賽，絕對酌情決定，通

過在HLB網站上發布，或HLB認為實用的任何其他方法，以便事先通知合格持卡人有關添加，刪

除或修改條款與條件的事宜或終止此活動及比賽。 
 

27. HLB 對卡聯營公司銷售交易的傳輸失敗或延遲，商業機構，郵政或任何可能導致合格持卡人在活動

被忽略不承擔任何責任。 

 

28. 本文的條款與條件應受馬來西亞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及合資格持卡人同意服從馬來西亞法院的專屬

司法管轄權。 

 

29. 如果本條款和條件與廣告，促銷，宣傳和與本活動相關的其他材料相比有任何差異，則以 HLB 網站

上的最終條款與條件為準。 

 

30. 表示一個性別的詞包括所有其他性別，表示單數的詞包括複數，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