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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康 - 至「惠」你賞 - 超級品牌大獎 

條款及細則 

1. 參加者於參加本推廣活動時必須為年滿 18歲之香港居民 (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之持有人)。  

本活動只接受於參加本推廣活動時可接收及發送 WhatsApp 訊息及已接受 WhatsApp 應用程式內

的服務條款及私隱政策的香港手提電話號碼登記。 

 

如香港手提電話號碼於參加本推廣活動時尚未登記 WhatsApp 帳戶或 WhatsApp 帳戶尚未接受 

WhatsApp 應用程式內的服務條款及私隱政策，將無法接收得獎 WhatsApp 訊息，得獎訊息不設補

發。 

如需接受或檢查是否已接受 WhatsApp 應用程式內的服務條款及私隱政策，請按以下連結: 

https://wellcomeluckydraw.com/whatsapp 

2. 推廣期 / 購買期: 2022年 9月 16日至 10月 13日  

登記期: 2022年 9月 16日至 10月 14日 

3. 顧客於推廣期內於惠康購物，憑有效惠康購物收據於推廣網站 wellcomeluckydraw.com 登記，並

輸入收據日期、11位數字的惠康收據編號、香港手提電話號碼及投選最少一個「至人氣品牌」類

別即可參加抽獎。 

每次成功登記將即時贏得一款「即時獎」。 

每次登記可獲一次「終極大抽獎」抽獎機會。 

 

每次登記可投選「至人氣品牌 」各類別選舉一次及如於登記時輸入 yuu ID 可投選「會員至尊 I 

love yuu 大獎」一次。如登記時投選多於一個獎項 / 類別，該次登記仍只可獲一次「終極大抽獎」

抽獎機會。 

 

參加者須保留收據正本以作領獎 / 核實之用。 

4. 有效收據必須為 2022年 9月 16日至 10月 13日期間由惠康超級市場香港分店發出的購物收據正

本及收據正本上的「實際應付金額」不可為$0或以下。收據正本上必須清楚列明所購買之產品名

稱、購物金額、收據日期及收據編號。 

以惠康購物現金券「付款」，無須扣除相關惠康購物現金券金額，及不影響相關收據的參加資格。 

「笑印活動」系列貨品換購 (包括以 yuu 積分換購「笑印活動」系列貨品)、免費換領或領取產品 / 

禮品、已退貨的產品、塑膠購物袋收費、購買惠康購物現金券、增值八達通及送貨服務費，均不計

算為購物。 

https://wellcomeluckydraw.com/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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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廣活動只適用於惠康超級市場，不適用於 Market Place by Jasons 手機應用程式或 yuu to me

網購平台。 

5. 每人 / 每個手提電話號碼參加及可獲「即時獎」次數不限，惟每人 / 每個手提電話號碼於只限於

「終極大抽獎」獲獎一次。 

同一參加者以不同手提電話號碼 或 不同參加者以相同手提電話號碼登記參加本活動，仍只可於

「終極大抽獎」獲獎一次。 

每張收據只限登記一次，任何重複或錯誤輸入資料，即告作廢。 

6. 每次登記時需投選最少一個「至人氣品牌」類別及可選投「會員至尊 I love yuu 大獎」一次。 

可供投票的獎項及類別如下: 

「會員至尊 I love yuu 大獎」 (須輸入 yuu ID 方可投選) 

 

「至人氣品牌」類別 (最少投選以下其中 1個類別，最多 10 個類別) 

- 油米麵類 

- 急凍食品類 

- 冷凍食品類 

- 酒類 

- 飲品類 

- 早餐及麵包類 

- 罐頭、醬油及調味料類 

- 個人護理類 

- 家居用品類 

- 零食類 

7. 是次推廣活動的獎品如下: 

「終極大抽獎」: 

- 大獎: Dyson Pure Hot+Cool™ 三合一風扇暖風空氣清新機 1部 (價值$4,480) (1名) 

- 二獎: KitchenAid 抬頭式廚師機 1部 (價值$4,380) (1名) 

- 三獎: Dyson Supersonic™ 風筒 1部 (價值$3,680) (1名)   

- 四獎: HK$3,000 惠康超級市場及品味超市購物現金券 (5名)  

- 五獎: HK$2,000 惠康超級市場及品味超市購物現金券 (10名) 

- 六獎: HK$1,000 惠康超級市場及品味超市購物現金券 (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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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大抽獎」得獎者將於 2022年 10月 20日由電腦隨機抽出及於 2022年 11月 4日或之前接獲

專人通知。獎品顏色及款式均不可選擇。 

 

「即時獎」: 

「即時獎」包括 「即時獎 – 超市購物現金券」、「即時獎 – 免費產品」及「即時獎 – 折扣優惠」

三種。 

「即時獎」得獎者將於 2022年 9月 16日至 10月 14日期間由電腦隨機抽出，並於參加者完成登

記後即時顯示「即時獎」抽獎結果。每次成功登記將即時贏得「即時獎 – 超市購物現金券」、「即

時獎 – 免費產品」或「即時獎 – 折扣優惠」內的其中一款獎品。 

 

「即時獎 – 超市購物現金券」: 

- HK$50 惠康超級市場及品味超市購物現金券 (500名) 

 

「即時獎 – 免費產品」: 

- 維他氣泡桃橙茶 310毫升 1罐 (1,000名) 

- 子母全脂牛奶 470毫升 1盒 (1,000名) 

- 順南蟲草花雞湯 500克 1包 (1,000名) 

- 四洲芝麻夾心紫菜 15克 1包 (1,000名) 

-  CJ韓式粉絲煎餃 250克 1包 (1,000名) 

- 高樂氏消毒濕紙巾(清香)35張裝 1件 (1,000名) 

- 高露潔抗敏專家美白牙膏 110克 3支裝 1件 (1,000名) 

- Meadows 橙味朱古力脆片 80克 1盒 (1,000名) 

 

「即時獎 – 折扣優惠」: 

- 各款電子折扣優惠券 

 

每次交易只可使用「即時獎 – 折扣優惠」電子優惠券 1張及不可與其他優惠券同時使用。 

「即時獎 – 免費產品」及「即時獎 – 折扣優惠」的獎品 / 優惠可選口味 / 款式及優惠詳情，請參閱

電子禮券 / 優惠券內的換領詳情及需視乎惠康分店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8. 得獎通知及領獎方法: 

「終極大抽獎」得獎者:  

得獎者將於 2022年 11月 4日或之前接獲專人通知及登記得獎。如於上述時間內未能聯絡上、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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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接獲得獎通知後於指定時間內未能提供中獎收據清晰照片及正本並完成登記的得獎者，將作棄權

論。 

獎品須由得獎者本人於指定日期內親身前往指定地點領取獎品或獎品換領信，不可授權代領。於領

獎時得獎者須出示有關得獎收據正本、香港身份證正本及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以作證明。如得

獎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前領獎或於領獎時未能出示有關得獎收據正本、香港身份證正本或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惠康將取消其得獎資格。收據正本於領獎後將被收回以作記錄。 

 

「即時獎 – 超市購物現金券」: 

得獎者將於得獎後 1個工作天內接獲得獎確認 WhatsApp 訊息，並於 14個工作天內接獲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 

如於上述時間內沒有接獲得獎確認或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請得獎者本人於上述時間後 1個工

作天內的辦公時間以得獎手提電話號碼致電查詢熱線查詢，否則其得獎資格將被取消，逾期查詢將

不獲受理。 

獎品須由得獎者本人於指定日期內親身前往指定地點領取獎品，不可授權代領。於領獎時得獎者須

出示有關得獎收據正本、香港身份證正本及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以作證明。如得獎者於 2022

年 11月 17日或之前仍未領獎或於領獎時未能出示有關得獎收據正本、香港身份證正本或領獎詳情 

WhatsApp 訊息，惠康將取消其得獎資格。收據正本於領獎後將被註明「已領獎」。 

 

「即時獎 – 免費產品」得獎者: 

得獎者將於得獎後 1個工作天內接獲得獎 WhatsApp 訊息，WhatsApp 訊息內將包括電子禮券的網

站連結。 

如於上述時間內沒有接獲得獎 WhatsApp 訊息或電子禮券網站連結的得獎者，請得獎者本人於上述

時間後 1個工作天內的辦公時間以得獎手提電話號碼致電查詢熱線查詢，否則其得獎資格將被取

消，逾期查詢將不獲受理。 

得獎者須於電子禮券上列明的有效日期內於惠康超級市場出示得獎收據正本及電子禮券網站上實時

顯示的電子禮券兌換禮品，不接受截圖。於完成交易時，須於惠康超級市場員工見證下，於電子禮

券網站上按「完成」及「確定」按鈕完成使用電子禮券。如得獎者未能於電子禮券上列明的有效日

期內兌換禮品、於領獎時未能出示得獎收據正本或電子禮券網站上實時顯示的電子禮券，或無法於

惠康超級市場員工見證下於電子禮券網站上按「完成」及「確定」按鈕完成使用電子禮券，惠康將

取消其得獎資格。 

 

「即時獎 – 折扣優惠」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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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得獎後，得獎頁面將即時顯示電子優惠券，得獎者需自行截圖 / 下載電子優惠券。電子優惠券不

設補發，如得獎者於公布抽獎結時無法顯示抽獎結果 (因網絡或其他問題) / 無法截圖 / 下載電子優

惠券，其得獎資格將被取消。 

得獎者須於電子優惠券上列明的有效日期內於惠康超級市場出示電子優惠券截圖或圖片。如得獎者

未能於優惠券上列明的有效日期內兌換優惠或未能於領獎時出示電子優惠券截圖或圖片，惠康將取

消其得獎資格。 

9. 開始登記參加抽獎及投票時間為 2022年 9月 16日，00:00。 

截止登記參加抽獎及投票時間為 2022年 10月 14日，23:59。 

一切時間以推廣網站伺服器的時間為準。 

10. 本活動不接受送貨單、複製收據、優惠券、信用卡客戶存根或收據上只有「笑印活動」系列貨品換

購 (包括以 yuu 積分換購「笑印活動」系列貨品)、免費換領或領取產品 / 禮品、已退貨的產品、塑

膠購物袋收費、購買惠康購物現金券、增值八達通或送貨服務費之收據。 

11. 所有得獎者須同意有關獎品的條款及細則及所有領獎時拍攝的影片及照片惠康可用於任何途徑作本

次活動宣傳用途。 

12. 「終極大抽獎」得獎名單將於 2022年 10月 28日於星島日報及英文虎報公布。 

13. 圖片只供參考，獎品以實物為準。 

14. 所有獎品均不可轉讓、轉售或兌換現金。得獎者須同意遵守獎品供應商所列有關獎品上之各項條款

及細則。惠康及獎品供應商對所有因領取或使用各獎品之後果概不負責。 

15. 得獎者須明白及同意得獎者無論出於任何原因無法享用任何獎品或在享用獎品過程中遭受人身傷害

或財物損失，惠康恕不負責。 

16. 如惠康合理地相信得獎者可能無法清楚理解獎品簽收回條上的條款及細則或無法安全地使用獎品，

獎品須由得獎者的監護人或直系親人 (只限父母 / 子女 / 配偶，須提供監護令 / 出生證明書 (出世紙) 

/ 結婚證書以作證明及必須能夠清楚理解獎品簽收回條上的條款及細則及安全地使用獎品) 領取及處

理相關得獎事宜。於領獎後，領獎者須確定得獎者明白及同意獎品簽收回條上的條款及細則並陪同

得獎者使用相關獎品。  

17. 收據如有任何過期、不完整、偽造、影印、損毀、重印、修改或塗污，均作廢論，惠康有權取消其

得獎資格。收據如有遺失，惠康決不補發。 

18.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絡、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惠康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或得獎者所

登錄之資料或惠康發出之得獎通知有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惠康不

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或得獎者均不得異議。 

19. 參加者所輸入的資料將不可更改，所有資料均以網上登記之記錄為準，任何重覆、錯誤或不完整的

資料將被視作無效。若活動所填寫之資料不實或不正確，導致得獎者無法收到得獎通知、領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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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獎品，或無法領取獎品，惠康恕不負責。本活動只接受已接受 WhatsApp 應用程式內的服務條款

及私隱政策的 WhatsApp 賬戶及具有由香港流動電話網絡供應商提供的傳統語音服務的香港手提電

話號碼登記，如手提電話號碼於登記本推廣活動時尚未接受 WhatsApp 應用程式內的服務條款及私

隱政策、沒有上述的 WhatsApp 賬戶或語音服務或於登記本活動 / 領獎時登記電話號碼已停止服

務、無效、已更改、無法發送 / 接收 WhatsApp 訊息或無法打出 / 接聽傳統語音通話，其得獎資格

將被取消。 

20. 如需查詢登記或得獎資料，參加者或得獎者本人必須以登記手提電話作聯絡，否則將不獲受理。 

21. 牛奶有限公司及合作機構之員工均不得參與抽獎，以示公允。  

22. 『至「惠」你賞 – 超級品牌大獎』評選準則如下: 

i. 「至人氣品牌」: 公眾投選佔 60%，專業評審佔 40% 

ii. 「會員至尊 I love yuu大獎」: yuu會員投選佔 100% 

iii. 其他獎項: 專業評審佔 100% 

23. 如有任何爭議，惠康保留最終決定權。如惠康發現參加者使用或教唆他人使用不正當或欺詐手法干

擾推廣活動的運作、破壞或影響活動的舉辦、誠信、公平或順利進行，惠康有權終止參加者的參加

資格、把已登記的資料作廢及限制參加者登入推廣網站和 / 或向參加者提供相關服務，並保留向有

關人士追究的權利。 

24. 惠康於是次活動中要求參加者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作聯絡參加者及領獎時核實身份之用，並會

妥善保存及保密處理已收集之個人資料。如參加者拒絕提供有關資料，惠康有權拒絕參加者參與是

次抽獎活動。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會於本活動完結後 90日內銷毀。有關本公司的私隱權政策，請參

閱 wellcomeluckydraw.com/privacy 。 

25.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 56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