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tels.com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供應商，設有地區網站和電話客戶服務中心為您提供預訂服務。
Hotels.com 透過互聯網為旅客提供豐富住宿選擇，網羅全球超過 40 萬間獨立經營酒店、大型連鎖酒店及自助式酒店，
一站式提供酒店價格、設施服務及供應情況等實用資訊。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可享高達 8 折優惠 *，根
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級別，最多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會員入住任何全球參與計劃的
酒店（在 Hotels.com 上列明）即可享有此「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而折扣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
高的住宿晚數。

•  優惠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優惠適用於Hotels.com 所有可立即付款之酒店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的預
訂均不合乎優惠資格）。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所提供之酒店住宿價錢為會員尊享優惠價，取消或更改預訂須受

Hotels.com 條款和細則約束。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 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所享優惠如下︰

如何領取優惠？

步驟1︰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
凡預訂酒店住宿，請先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再點擊
「Hotels.com」。
您可在hotels.com頁面的「預訂紀錄」部分下查看剩餘可享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要繼續預訂，請前
往「開始預訂」並按「立即預訂」。

步驟2︰領取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優惠 
當您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住宿，系統會按照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
級別提供相應折扣優惠。您的預訂確認將會自動顯示於「預訂紀錄」內。
您不需成為 Hotels.com 會員以預訂酒店住宿。「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亦不會自動賦予您 Hotels.com 會籍。您必
須遵守此優惠指南內的條款以獲得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此優惠不適用於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折扣優惠 
•  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此折扣將根據您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為準。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
的預訂均不合乎此優惠資格）。

•  優惠只適用於註明＂符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資格＂的住宿選項。
•  優惠只適用於「立即網上付款」選項。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會顯示於「預訂付款確認」頁面，在此之前顯示於頁面的價錢皆是未折扣價。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會列明客房附帶的免費設施及服務（例如 Wi-Fi、早餐）。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未使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並不能過渡至下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
•  優惠只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 其他客房需支付全價。範例如下：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1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1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3 晚單一客房，此預
訂將有 2 晚獲得優惠；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將會獲得折扣。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3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2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2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  優惠不適用於稅項及其費用。
•  優惠可與任何 Hotels.com 提供的特別優惠同時使用，包括神秘優惠價。
•  優惠不適用於任何假期套票。
•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
•  同時身為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將不能於此住宿享用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優惠。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  現金回贈重點申請須知：

請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確認資料連同住宿日期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經批准的現金回贈將僅在您完成所述酒店住宿後支付。
請注意您的銀行可能因處理您的現金回贈而向您收取相關的銀行費用。

Hotels.com 預訂
•  只有於預訂時為活躍且未耗盡預訂限額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才可享用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預訂必須以該會員的名義進行。
•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作預訂，並參與入住登記手續。

•  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進行預訂時需完成付款。
•  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住宿晚數的預訂不得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改。
•  使用此優惠之預訂無法累積計入任何 Hotels.com 獎賞計劃。
•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定條款。
•  所有預訂、付款、交易、取消及退款均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上、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優惠 — 條款及細則 
凡使用此優惠將受以下條款約束，請仔細閱讀。

1. 資格：
a. 您必須於預訂時擁有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 

2. 優惠詳情： 
a. 根據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您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最多 4 晚優惠酒店住宿。您可登入
「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或網站，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
下的 Hotels.com 頁面查看可用的優惠晚數數量。
b. 您必須於賺取預訂優惠的同一「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使用優惠。優惠不能過渡至接續的會籍年度。

3. 使用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a. 所得優惠按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決定。 
b.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及其名義作預訂。
c.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此預訂不適用於賺取或使用Hotels.com獎賞。
d. 當您在 Hotels.com 完成您的預訂，您必須選擇「立即付款」選項；若您選取「於酒店付款」，則不符合使用
優惠的資格。

4. 取消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
a.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
定條款。 

b. 若您取消預訂，將有可能被罰款。所有罰款將會根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折扣前的正價計算。合資
格退款將於 14 天內處理。

c. 若您取消整個預訂，您只會在可退款的情況下復原「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您取消部分預訂，
您或可透過 Hotels.com 退回該部分款項，但將不會復原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

d. 所有取消程序必須於 Hotels.com 網頁上進行。
5. 一般條款：

a. 您使用此優惠表明您同意以上所有條款。任何有關此等條款的更改，將會遵照您於啟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
式」會籍時接受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條款及細則向您作出通訊聯絡。

b. 您透過此計劃受益表明您同意為相關夥伴機構、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以及以上各方各自
的負責人、董事、僱員和代理人進行因您的受益行為而衍生的索償或其他法律行為抗辯。

關於 Hotels.com

Hotels.com 為個別獨立機構。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作為，友邦香港概不
負責。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 
Hotels.com 的若干條款及細則。

更多資料請瀏覽 Hotels.com 網站：www.hotels.com

重要通知

友邦香港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概不負責，亦不接受任何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的預訂、付款、交易、更改、修改、取消及回贈所引起的爭議所致的法律責任。

本優惠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 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Hotels.com 的代理或
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關於本優惠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爭議，必須直接與 Hotels.com 交涉解決。Hotels.com 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有最終決定權。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 折扣優惠

 白金 20%

 金 15%

 銀 9%

 銅 9%

本優惠指南代表友邦香港作出的所有聲明一概經徹底調查，並有文件證據可予核實。本優惠指南代表  Hotels.com 作出
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 Hotels.com 獲得的資料作出。Hotels.com 向友邦香港提供有關資料時，已確保有關資料準確
無誤。

您應閱覽「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條款及細則，尤其請留意網站www.aia.com.hk/aiavitality所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計劃優惠一節及「除外的法律責任」一節。 

條款及細則

使用本優惠受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條款及細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使用說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友邦香港的私隱政策，全部列載於 www.aia.com.hk/aiavitality。

如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Hotels.com供應的產品或服務，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獎賞（如有），一概不得
視為作出決定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如有需要，請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士。另外，您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
應比較市場上不同服務供應商（及其產品 /服務）的價格、質素及聲譽。

有關優惠可於任何時間被更改或終止。 

「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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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可與任何 Hotels.com 提供的特別優惠同時使用，包括神秘優惠價。此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
亦不適用於稅項及其費用。

優惠指南

Hotels.com



Hotels.com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供應商，設有地區網站和電話客戶服務中心為您提供預訂服務。
Hotels.com 透過互聯網為旅客提供豐富住宿選擇，網羅全球超過 40 萬間獨立經營酒店、大型連鎖酒店及自助式酒店，
一站式提供酒店價格、設施服務及供應情況等實用資訊。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可享高達 8 折優惠 *，根
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級別，最多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會員入住任何全球參與計劃的
酒店（在 Hotels.com 上列明）即可享有此「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而折扣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
高的住宿晚數。

•  優惠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優惠適用於Hotels.com 所有可立即付款之酒店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的預
訂均不合乎優惠資格）。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所提供之酒店住宿價錢為會員尊享優惠價，取消或更改預訂須受

Hotels.com 條款和細則約束。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 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所享優惠如下︰

如何領取優惠？

步驟1︰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
凡預訂酒店住宿，請先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再點擊
「Hotels.com」。
您可在hotels.com頁面的「預訂紀錄」部分下查看剩餘可享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要繼續預訂，請前
往「開始預訂」並按「立即預訂」。

步驟2︰領取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優惠 
當您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住宿，系統會按照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
級別提供相應折扣優惠。您的預訂確認將會自動顯示於「預訂紀錄」內。
您不需成為 Hotels.com 會員以預訂酒店住宿。「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亦不會自動賦予您 Hotels.com 會籍。您必
須遵守此優惠指南內的條款以獲得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此優惠不適用於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折扣優惠 
•  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此折扣將根據您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為準。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
的預訂均不合乎此優惠資格）。

•  優惠只適用於註明＂符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資格＂的住宿選項。
•  優惠只適用於「立即網上付款」選項。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會顯示於「預訂付款確認」頁面，在此之前顯示於頁面的價錢皆是未折扣價。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會列明客房附帶的免費設施及服務（例如 Wi-Fi、早餐）。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未使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並不能過渡至下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
•  優惠只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 其他客房需支付全價。範例如下：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1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1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3 晚單一客房，此預
訂將有 2 晚獲得優惠；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將會獲得折扣。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3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2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2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  優惠不適用於稅項及其費用。
•  優惠可與任何 Hotels.com 提供的特別優惠同時使用，包括神秘優惠價。
•  優惠不適用於任何假期套票。
•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
•  同時身為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將不能於此住宿享用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優惠。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  現金回贈重點申請須知：

請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確認資料連同住宿日期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經批准的現金回贈將僅在您完成所述酒店住宿後支付。
請注意您的銀行可能因處理您的現金回贈而向您收取相關的銀行費用。

Hotels.com 預訂
•  只有於預訂時為活躍且未耗盡預訂限額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才可享用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預訂必須以該會員的名義進行。
•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作預訂，並參與入住登記手續。

•  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進行預訂時需完成付款。
•  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住宿晚數的預訂不得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改。
•  使用此優惠之預訂無法累積計入任何 Hotels.com 獎賞計劃。
•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定條款。
•  所有預訂、付款、交易、取消及退款均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上、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優惠 — 條款及細則 
凡使用此優惠將受以下條款約束，請仔細閱讀。

1. 資格：
a. 您必須於預訂時擁有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 

2. 優惠詳情： 
a. 根據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您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最多 4 晚優惠酒店住宿。您可登入
「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或網站，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
下的 Hotels.com 頁面查看可用的優惠晚數數量。
b. 您必須於賺取預訂優惠的同一「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使用優惠。優惠不能過渡至接續的會籍年度。

3. 使用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a. 所得優惠按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決定。 
b.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及其名義作預訂。
c.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此預訂不適用於賺取或使用Hotels.com獎賞。
d. 當您在 Hotels.com 完成您的預訂，您必須選擇「立即付款」選項；若您選取「於酒店付款」，則不符合使用
優惠的資格。

4. 取消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
a.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
定條款。 

b. 若您取消預訂，將有可能被罰款。所有罰款將會根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折扣前的正價計算。合資
格退款將於 14 天內處理。

c. 若您取消整個預訂，您只會在可退款的情況下復原「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您取消部分預訂，
您或可透過 Hotels.com 退回該部分款項，但將不會復原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

d. 所有取消程序必須於 Hotels.com 網頁上進行。
5. 一般條款：

a. 您使用此優惠表明您同意以上所有條款。任何有關此等條款的更改，將會遵照您於啟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
式」會籍時接受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條款及細則向您作出通訊聯絡。

b. 您透過此計劃受益表明您同意為相關夥伴機構、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以及以上各方各自
的負責人、董事、僱員和代理人進行因您的受益行為而衍生的索償或其他法律行為抗辯。

關於 Hotels.com

Hotels.com 為個別獨立機構。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作為，友邦香港概不
負責。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 
Hotels.com 的若干條款及細則。

更多資料請瀏覽 Hotels.com 網站：www.hotels.com

重要通知

友邦香港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概不負責，亦不接受任何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的預訂、付款、交易、更改、修改、取消及回贈所引起的爭議所致的法律責任。

本優惠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 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Hotels.com 的代理或
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關於本優惠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爭議，必須直接與 Hotels.com 交涉解決。Hotels.com 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有最終決定權。

本優惠指南代表友邦香港作出的所有聲明一概經徹底調查，並有文件證據可予核實。本優惠指南代表  Hotels.com 作出
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 Hotels.com 獲得的資料作出。Hotels.com 向友邦香港提供有關資料時，已確保有關資料準確
無誤。

您應閱覽「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條款及細則，尤其請留意網站www.aia.com.hk/aiavitality所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計劃優惠一節及「除外的法律責任」一節。 

條款及細則

使用本優惠受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條款及細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使用說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友邦香港的私隱政策，全部列載於 www.aia.com.hk/aiavitality。

如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Hotels.com供應的產品或服務，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獎賞（如有），一概不得
視為作出決定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如有需要，請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士。另外，您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
應比較市場上不同服務供應商（及其產品 /服務）的價格、質素及聲譽。

有關優惠可於任何時間被更改或終止。 

「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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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s.com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供應商，設有地區網站和電話客戶服務中心為您提供預訂服務。
Hotels.com 透過互聯網為旅客提供豐富住宿選擇，網羅全球超過 40 萬間獨立經營酒店、大型連鎖酒店及自助式酒店，
一站式提供酒店價格、設施服務及供應情況等實用資訊。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可享高達 8 折優惠 *，根
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級別，最多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會員入住任何全球參與計劃的
酒店（在 Hotels.com 上列明）即可享有此「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而折扣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
高的住宿晚數。

•  優惠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優惠適用於Hotels.com 所有可立即付款之酒店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的預
訂均不合乎優惠資格）。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所提供之酒店住宿價錢為會員尊享優惠價，取消或更改預訂須受

Hotels.com 條款和細則約束。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 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所享優惠如下︰

如何領取優惠？

步驟1︰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
凡預訂酒店住宿，請先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再點擊
「Hotels.com」。
您可在hotels.com頁面的「預訂紀錄」部分下查看剩餘可享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要繼續預訂，請前
往「開始預訂」並按「立即預訂」。

步驟2︰領取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優惠 
當您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住宿，系統會按照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
級別提供相應折扣優惠。您的預訂確認將會自動顯示於「預訂紀錄」內。
您不需成為 Hotels.com 會員以預訂酒店住宿。「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亦不會自動賦予您 Hotels.com 會籍。您必
須遵守此優惠指南內的條款以獲得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此優惠不適用於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折扣優惠 
•  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此折扣將根據您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為準。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
的預訂均不合乎此優惠資格）。

•  優惠只適用於註明＂符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資格＂的住宿選項。
•  優惠只適用於「立即網上付款」選項。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會顯示於「預訂付款確認」頁面，在此之前顯示於頁面的價錢皆是未折扣價。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會列明客房附帶的免費設施及服務（例如 Wi-Fi、早餐）。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未使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並不能過渡至下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
•  優惠只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 其他客房需支付全價。範例如下：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1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1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3 晚單一客房，此預
訂將有 2 晚獲得優惠；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將會獲得折扣。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3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2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2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  優惠不適用於稅項及其費用。
•  優惠可與任何 Hotels.com 提供的特別優惠同時使用，包括神秘優惠價。
•  優惠不適用於任何假期套票。
•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
•  同時身為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將不能於此住宿享用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優惠。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  現金回贈重點申請須知：

請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確認資料連同住宿日期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經批准的現金回贈將僅在您完成所述酒店住宿後支付。
請注意您的銀行可能因處理您的現金回贈而向您收取相關的銀行費用。

Hotels.com 預訂
•  只有於預訂時為活躍且未耗盡預訂限額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才可享用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預訂必須以該會員的名義進行。
•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作預訂，並參與入住登記手續。

•  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進行預訂時需完成付款。
•  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住宿晚數的預訂不得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改。
•  使用此優惠之預訂無法累積計入任何 Hotels.com 獎賞計劃。
•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定條款。
•  所有預訂、付款、交易、取消及退款均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上、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優惠 — 條款及細則 
凡使用此優惠將受以下條款約束，請仔細閱讀。

1. 資格：
a. 您必須於預訂時擁有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 

2. 優惠詳情： 
a. 根據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您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最多 4 晚優惠酒店住宿。您可登入
「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或網站，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
下的 Hotels.com 頁面查看可用的優惠晚數數量。
b. 您必須於賺取預訂優惠的同一「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使用優惠。優惠不能過渡至接續的會籍年度。

3. 使用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a. 所得優惠按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決定。 
b.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及其名義作預訂。
c.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此預訂不適用於賺取或使用Hotels.com獎賞。
d. 當您在 Hotels.com 完成您的預訂，您必須選擇「立即付款」選項；若您選取「於酒店付款」，則不符合使用
優惠的資格。

4. 取消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
a.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
定條款。 

b. 若您取消預訂，將有可能被罰款。所有罰款將會根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折扣前的正價計算。合資
格退款將於 14 天內處理。

c. 若您取消整個預訂，您只會在可退款的情況下復原「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您取消部分預訂，
您或可透過 Hotels.com 退回該部分款項，但將不會復原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

d. 所有取消程序必須於 Hotels.com 網頁上進行。
5. 一般條款：

a. 您使用此優惠表明您同意以上所有條款。任何有關此等條款的更改，將會遵照您於啟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
式」會籍時接受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條款及細則向您作出通訊聯絡。

b. 您透過此計劃受益表明您同意為相關夥伴機構、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以及以上各方各自
的負責人、董事、僱員和代理人進行因您的受益行為而衍生的索償或其他法律行為抗辯。

關於 Hotels.com

Hotels.com 為個別獨立機構。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作為，友邦香港概不
負責。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 
Hotels.com 的若干條款及細則。

更多資料請瀏覽 Hotels.com 網站：www.hotels.com

重要通知

友邦香港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概不負責，亦不接受任何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的預訂、付款、交易、更改、修改、取消及回贈所引起的爭議所致的法律責任。

本優惠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 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Hotels.com 的代理或
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關於本優惠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爭議，必須直接與 Hotels.com 交涉解決。Hotels.com 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有最終決定權。

本優惠指南代表友邦香港作出的所有聲明一概經徹底調查，並有文件證據可予核實。本優惠指南代表  Hotels.com 作出
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 Hotels.com 獲得的資料作出。Hotels.com 向友邦香港提供有關資料時，已確保有關資料準確
無誤。

您應閱覽「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條款及細則，尤其請留意網站www.aia.com.hk/aiavitality所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計劃優惠一節及「除外的法律責任」一節。 

條款及細則

使用本優惠受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條款及細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使用說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友邦香港的私隱政策，全部列載於 www.aia.com.hk/aiavitality。

如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Hotels.com供應的產品或服務，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獎賞（如有），一概不得
視為作出決定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如有需要，請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士。另外，您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
應比較市場上不同服務供應商（及其產品 /服務）的價格、質素及聲譽。

有關優惠可於任何時間被更改或終止。 

「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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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s.com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住宿供應商，設有地區網站和電話客戶服務中心為您提供預訂服務。
Hotels.com 透過互聯網為旅客提供豐富住宿選擇，網羅全球超過 40 萬間獨立經營酒店、大型連鎖酒店及自助式酒店，
一站式提供酒店價格、設施服務及供應情況等實用資訊。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可享高達 8 折優惠 *，根
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級別，最多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會員入住任何全球參與計劃的
酒店（在 Hotels.com 上列明）即可享有此「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而折扣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
高的住宿晚數。

•  優惠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優惠適用於Hotels.com 所有可立即付款之酒店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的預
訂均不合乎優惠資格）。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所提供之酒店住宿價錢為會員尊享優惠價，取消或更改預訂須受

Hotels.com 條款和細則約束。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 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所享優惠如下︰

如何領取優惠？

步驟1︰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
凡預訂酒店住宿，請先登入「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再點擊
「Hotels.com」。
您可在hotels.com頁面的「預訂紀錄」部分下查看剩餘可享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要繼續預訂，請前
往「開始預訂」並按「立即預訂」。

步驟2︰領取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折扣優惠 
當您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預訂酒店住宿，系統會按照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
級別提供相應折扣優惠。您的預訂確認將會自動顯示於「預訂紀錄」內。
您不需成為 Hotels.com 會員以預訂酒店住宿。「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亦不會自動賦予您 Hotels.com 會籍。您必
須遵守此優惠指南內的條款以獲得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此優惠不適用於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折扣優惠 
•  只適用於酒店住宿。
•  此折扣將根據您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為準。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內預訂之酒店住宿（任何在 Hotels.com 上直接進行
的預訂均不合乎此優惠資格）。

•  優惠只適用於註明＂符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資格＂的住宿選項。
•  優惠只適用於「立即網上付款」選項。若選取「於酒店付款」，則無法使用折扣。
•  優惠會顯示於「預訂付款確認」頁面，在此之前顯示於頁面的價錢皆是未折扣價。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會列明客房附帶的免費設施及服務（例如 Wi-Fi、早餐）。
•  每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最多可享有 4 晚酒店住宿優惠。
•  未使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並不能過渡至下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
•  優惠只適用於單次預訂中的一間客房及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 其他客房需支付全價。範例如下：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1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1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2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3 晚單一客房，此預
訂將有 2 晚獲得優惠；價值最高的住宿晚數將會獲得折扣。
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有 3 晚可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然後預訂 2 間客房各 2 晚，只
有 1 間客房會獲得折扣，而另外的客房則需支付全價；「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扣除該會員 2 晚可用優惠晚
數（該會員將會剩餘 1 晚優惠晚數可用）。

•  優惠不適用於稅項及其費用。
•  優惠可與任何 Hotels.com 提供的特別優惠同時使用，包括神秘優惠價。
•  優惠不適用於任何假期套票。
•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
•  同時身為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將不能於此住宿享用 Hotels.com Silver/Gold 
會員優惠。

•  若會員進行酒店預訂時，並點擊其它Hotels.com推廣鏈結，「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將不適用。
•  現金回贈重點申請須知：

請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確認資料連同住宿日期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經批准的現金回贈將僅在您完成所述酒店住宿後支付。
請注意您的銀行可能因處理您的現金回贈而向您收取相關的銀行費用。

Hotels.com 預訂
•  只有於預訂時為活躍且未耗盡預訂限額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才可享用優惠。
•  優惠只適用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預訂必須以該會員的名義進行。
•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作預訂，並參與入住登記手續。

•  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 Hotels.com 合作網站進行預訂時需完成付款。
•  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住宿晚數的預訂不得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改。
•  使用此優惠之預訂無法累積計入任何 Hotels.com 獎賞計劃。
•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定條款。
•  所有預訂、付款、交易、取消及退款均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及Hotels.com合作網站上、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專享的 Hotels.com 優惠 — 條款及細則 
凡使用此優惠將受以下條款約束，請仔細閱讀。

1. 資格：
a. 您必須於預訂時擁有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 

2. 優惠詳情： 
a. 根據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您可於每個會籍年度享有最多 4 晚優惠酒店住宿。您可登入
「友聯繫」手機應用程式或網站，點擊「AIA Vitality」，然後前往「合作夥伴優惠」
下的 Hotels.com 頁面查看可用的優惠晚數數量。
b. 您必須於賺取預訂優惠的同一「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使用優惠。優惠不能過渡至接續的會籍年度。

3. 使用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
a. 所得優惠按預訂時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決定。 
b. 必須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本人及其名義作預訂。
c. 優惠不能與任何 Hotels.com 會籍計劃或禮券同時使用。此預訂不適用於賺取或使用Hotels.com獎賞。
d. 當您在 Hotels.com 完成您的預訂，您必須選擇「立即付款」選項；若您選取「於酒店付款」，則不符合使用
優惠的資格。

4. 取消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
a. 取消預訂受由 Hotels.com 管理的相關酒店之條款約束。酒店將於會員會進行預訂時告知關於取消預訂的特
定條款。 

b. 若您取消預訂，將有可能被罰款。所有罰款將會根據「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折扣前的正價計算。合資
格退款將於 14 天內處理。

c. 若您取消整個預訂，您只會在可退款的情況下復原「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若您取消部分預訂，
您或可透過 Hotels.com 退回該部分款項，但將不會復原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優惠晚數。

d. 所有取消程序必須於 Hotels.com 網頁上進行。
5. 一般條款：

a. 您使用此優惠表明您同意以上所有條款。任何有關此等條款的更改，將會遵照您於啟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
式」會籍時接受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條款及細則向您作出通訊聯絡。

b. 您透過此計劃受益表明您同意為相關夥伴機構、其各自的母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以及以上各方各自
的負責人、董事、僱員和代理人進行因您的受益行為而衍生的索償或其他法律行為抗辯。

關於 Hotels.com

Hotels.com 為個別獨立機構。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或其任何招攬作為，友邦香港概不
負責。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 
Hotels.com 的若干條款及細則。

更多資料請瀏覽 Hotels.com 網站：www.hotels.com

重要通知

友邦香港對於 Hotels.com 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性質或質素概不負責，亦不接受任何由「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及
Hotels.com 之間進行的預訂、付款、交易、更改、修改、取消及回贈所引起的爭議所致的法律責任。

本優惠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 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Hotels.com 的代理或
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Hotels.com 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關於本優惠的任何產品或服務爭議，必須直接與 Hotels.com 交涉解決。Hotels.com 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有最終決定權。

本優惠指南代表友邦香港作出的所有聲明一概經徹底調查，並有文件證據可予核實。本優惠指南代表  Hotels.com 作出
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 Hotels.com 獲得的資料作出。Hotels.com 向友邦香港提供有關資料時，已確保有關資料準確
無誤。

您應閱覽「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條款及細則，尤其請留意網站www.aia.com.hk/aiavitality所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計劃優惠一節及「除外的法律責任」一節。 

條款及細則

使用本優惠受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條款及細則、「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使用說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收
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友邦香港的私隱政策，全部列載於 www.aia.com.hk/aiavitality。

如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Hotels.com供應的產品或服務，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獎賞（如有），一概不得
視為作出決定的唯一或決定性因素。如有需要，請諮詢您的醫生或其他保健專業人士。另外，您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
應比較市場上不同服務供應商（及其產品 /服務）的價格、質素及聲譽。

有關優惠可於任何時間被更改或終止。 

「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為有限責任公司）。

資料最後更新日期：202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