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注意：我們將於2019年4月1日正式終止此訂房優惠。*

萬豪國際集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酒店管理公司，於80個國家及地區，坐擁19個品牌及超過4,200家酒店及度假
酒店。在亞太地區，萬豪國際集團發展迅速，旗下各個品牌的商務酒店和豪華度假酒店專為不同旅客而設，提供世界
級的服務及優質的住宿體驗。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可享︰

1) 入住萬豪國際旗下亞洲區（包括澳洲、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及越南。）
指定酒店普通客房（行政客房，套房及別墅除外，有關優惠需視乎客房供應情況而定），可享有高達5折現金回贈
優惠。
現金回贈不適用於由萬豪國際特許經營酒店 --麗思卡爾頓，Reserve，EDITION®，BVLGARI®，AUTOGRAPH 
COLLECTION® HOTELS， 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 Marriott VACATION CLUB®， SPRINGHILL SUITES®， 
TOWNEPLACE SUITES®，ST REGIS， THE LUXURY COLLECTION， W HOTELS， WESTIN， Sheraton， DESIGN 
HOTELS，aloft® Hotels 和 element酒店。

2)根據其「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每年兩次獲高達50%現金回贈酒店入住。

萬豪禮賞®是萬豪國際集團屢獲殊榮的常客計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後，即可以輕鬆於全球參與計劃的萬豪國際酒店
賺取及兌換萬豪禮賞積分。獎賞住宿亦不設日期限制。

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客房，只要在入住前先登記成為萬豪禮賞會員，將可同時賺取萬豪禮賞積分或
里數。

我可如何開始？
步驟1︰輸入您的個人資料詳情
登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前往:「尊享獎賞」>「萬豪酒店」，然後瀏覽「立即行動」部分。
所有會員均需要輸入其個人資料（即護照或官方身份證明文件所示的姓名）供預訂酒店之用。請注意，您在預訂酒
店或機票時，只可更改此資料最多兩次。

步驟2︰在網上預訂萬豪國際酒店 
於遞交所需資料後，您可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進入萬豪國際訂房網站進行網上預訂。

步驟3︰收取您的現金回贈
會員必須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網站訂房，方可享有現金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
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您可於退房後7天內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資料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並到會員專頁（首頁>會員設定>處理現金回贈的銀行資料）更新您的銀行戶口資料。
在處理現金回贈時，您必須至少剩下一次酒店住宿限額才可獲得閣下在任何合作的萬豪酒店住宿的現金回贈。並
同時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直至現金回贈付款存入您指定的銀行戶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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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現金回贈安排將由2018年7 月24日起生效。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會員在使用此優惠時不能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1) 預訂客房 
本現金回贈只適用於會員在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所作的預訂，方可享有現金
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會員須於入住酒店日期前最少10天預訂客房。
會員必須以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姓名預訂客房，並同時須在預訂時持有效之會籍，方合資格享有會員級別
優惠。
會員不可使用萬豪禮賞積分支付「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酒店預訂。
所有萬豪國際的條款及細則一概適用。

2) 現金回贈
您的認可「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優惠將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您的銀行戶口，預訂酒店時折扣將不會即時顯示。
我們會於您提供正式收據後及銀行戶口資料確認收到後3星期內將回贈金額直接存入您的銀行戶口。
您必須遵從此優惠指南所列的規則，方可收取現金回贈 (如合資格) 。
按會員級別的現金回贈並不適用於稅金、附加費及其他費用。
每位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可享有最多兩次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每次可
預訂一間客房及最多五晚。
會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只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
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才會被扣減一次。
在接受現金回贈付款時，會員必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方可享現金回贈 。
會員少於五晚的入住仍構成享用一次酒店入住限額，並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從會員
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中扣減一次。
會員須於會籍年度內使用兩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任何未用的酒店
入住次數或客房日數，一概不得轉入下個會籍年度。

關於萬豪國際
萬豪國際是一個個別獨立實體。而對於萬豪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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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萬豪國
際的若干條款及細則。萬豪國際可能就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可用性及合法性施加額外條款及細則。

有關資料請瀏覽萬豪國際網站︰http://www.marriott.com/

就友邦香港而言，本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萬豪國際
的代理或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任何關於作為本優惠一部分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之爭議，必須直接與萬豪國際交涉解決。萬豪國際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
有最終決定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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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代表萬豪國際作出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萬豪國際獲得的資料作出。萬豪國際向我們提供有關資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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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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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

如對「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的決定一概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萬豪國際供應的產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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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本指南所載「友邦香港」或「AIA」概指友邦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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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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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本優惠不可與萬豪國際提供的其他折扣或特別套票同時使用，除非另有宣佈。

萬豪國際集團
優惠指南

*由於根據我們的紀錄，享用萬豪國際集團所提供的酒店優惠之會員數目並不多，因此我們決定將於2019年4月1日正式終止與
萬豪國際集團合作夥伴關係。稍後，「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將引入其他有關酒店預訂之合作夥伴，請留意日後公佈。 



請注意：我們將於2019年4月1日正式終止此訂房優惠。*

萬豪國際集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酒店管理公司，於80個國家及地區，坐擁19個品牌及超過4,200家酒店及度假
酒店。在亞太地區，萬豪國際集團發展迅速，旗下各個品牌的商務酒店和豪華度假酒店專為不同旅客而設，提供世界
級的服務及優質的住宿體驗。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可享︰

1) 入住萬豪國際旗下亞洲區（包括澳洲、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及越南。）
指定酒店普通客房（行政客房，套房及別墅除外，有關優惠需視乎客房供應情況而定），可享有高達5折現金回贈
優惠。
現金回贈不適用於由萬豪國際特許經營酒店 --麗思卡爾頓，Reserve，EDITION®，BVLGARI®，AUTOGRAPH 
COLLECTION® HOTELS， 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 Marriott VACATION CLUB®， SPRINGHILL SUITES®， 
TOWNEPLACE SUITES®，ST REGIS， THE LUXURY COLLECTION， W HOTELS， WESTIN， Sheraton， DESIGN 
HOTELS，aloft® Hotels 和 element酒店。

2)根據其「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每年兩次獲高達50%現金回贈酒店入住。

萬豪禮賞®是萬豪國際集團屢獲殊榮的常客計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後，即可以輕鬆於全球參與計劃的萬豪國際酒店
賺取及兌換萬豪禮賞積分。獎賞住宿亦不設日期限制。

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客房，只要在入住前先登記成為萬豪禮賞會員，將可同時賺取萬豪禮賞積分或
里數。

我可如何開始？
步驟1︰輸入您的個人資料詳情
登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前往:「尊享獎賞」>「萬豪酒店」，然後瀏覽「立即行動」部分。
所有會員均需要輸入其個人資料（即護照或官方身份證明文件所示的姓名）供預訂酒店之用。請注意，您在預訂酒
店或機票時，只可更改此資料最多兩次。

步驟2︰在網上預訂萬豪國際酒店 
於遞交所需資料後，您可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進入萬豪國際訂房網站進行網上預訂。

步驟3︰收取您的現金回贈
會員必須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網站訂房，方可享有現金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
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您可於退房後7天內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資料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並到會員專頁（首頁>會員設定>處理現金回贈的銀行資料）更新您的銀行戶口資料。
在處理現金回贈時，您必須至少剩下一次酒店住宿限額才可獲得閣下在任何合作的萬豪酒店住宿的現金回贈。並
同時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直至現金回贈付款存入您指定的銀行戶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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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現金回贈安排將由2018年7 月24日起生效。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會員在使用此優惠時不能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1) 預訂客房 
本現金回贈只適用於會員在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所作的預訂，方可享有現金
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會員須於入住酒店日期前最少10天預訂客房。
會員必須以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姓名預訂客房，並同時須在預訂時持有效之會籍，方合資格享有會員級別
優惠。
會員不可使用萬豪禮賞積分支付「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酒店預訂。
所有萬豪國際的條款及細則一概適用。

2) 現金回贈
您的認可「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優惠將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您的銀行戶口，預訂酒店時折扣將不會即時顯示。
我們會於您提供正式收據後及銀行戶口資料確認收到後3星期內將回贈金額直接存入您的銀行戶口。
您必須遵從此優惠指南所列的規則，方可收取現金回贈 (如合資格) 。
按會員級別的現金回贈並不適用於稅金、附加費及其他費用。
每位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可享有最多兩次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每次可
預訂一間客房及最多五晚。
會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只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
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才會被扣減一次。
在接受現金回贈付款時，會員必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方可享現金回贈 。
會員少於五晚的入住仍構成享用一次酒店入住限額，並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從會員
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中扣減一次。
會員須於會籍年度內使用兩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任何未用的酒店
入住次數或客房日數，一概不得轉入下個會籍年度。

關於萬豪國際
萬豪國際是一個個別獨立實體。而對於萬豪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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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萬豪國
際的若干條款及細則。萬豪國際可能就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可用性及合法性施加額外條款及細則。

有關資料請瀏覽萬豪國際網站︰http://www.marriott.com/

就友邦香港而言，本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萬豪國際
的代理或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任何關於作為本優惠一部分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之爭議，必須直接與萬豪國際交涉解決。萬豪國際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
有最終決定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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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代表萬豪國際作出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萬豪國際獲得的資料作出。萬豪國際向我們提供有關資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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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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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

如對「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的決定一概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萬豪國際供應的產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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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本指南所載「友邦香港」或「AIA」概指友邦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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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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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我們將於2019年4月1日正式終止此訂房優惠。*

萬豪國際集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酒店管理公司，於80個國家及地區，坐擁19個品牌及超過4,200家酒店及度假
酒店。在亞太地區，萬豪國際集團發展迅速，旗下各個品牌的商務酒店和豪華度假酒店專為不同旅客而設，提供世界
級的服務及優質的住宿體驗。

「AIA Vitality健康程式」會員優惠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可享︰

1) 入住萬豪國際旗下亞洲區（包括澳洲、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泰國及越南。）
指定酒店普通客房（行政客房，套房及別墅除外，有關優惠需視乎客房供應情況而定），可享有高達5折現金回贈
優惠。
現金回贈不適用於由萬豪國際特許經營酒店 --麗思卡爾頓，Reserve，EDITION®，BVLGARI®，AUTOGRAPH 
COLLECTION® HOTELS， Marriott® EXECUTIVE APARTMENTS， Marriott VACATION CLUB®， SPRINGHILL SUITES®， 
TOWNEPLACE SUITES®，ST REGIS， THE LUXURY COLLECTION， W HOTELS， WESTIN， Sheraton， DESIGN 
HOTELS，aloft® Hotels 和 element酒店。

2)根據其「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每年兩次獲高達50%現金回贈酒店入住。

萬豪禮賞®是萬豪國際集團屢獲殊榮的常客計劃。免費登記成為會員後，即可以輕鬆於全球參與計劃的萬豪國際酒店
賺取及兌換萬豪禮賞積分。獎賞住宿亦不設日期限制。

會員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預訂客房，只要在入住前先登記成為萬豪禮賞會員，將可同時賺取萬豪禮賞積分或
里數。

我可如何開始？
步驟1︰輸入您的個人資料詳情
登入「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前往:「尊享獎賞」>「萬豪酒店」，然後瀏覽「立即行動」部分。
所有會員均需要輸入其個人資料（即護照或官方身份證明文件所示的姓名）供預訂酒店之用。請注意，您在預訂酒
店或機票時，只可更改此資料最多兩次。

步驟2︰在網上預訂萬豪國際酒店 
於遞交所需資料後，您可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進入萬豪國際訂房網站進行網上預訂。

步驟3︰收取您的現金回贈
會員必須於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網站訂房，方可享有現金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
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您可於退房後7天內將相關資料（包括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號碼, 訂房資料及正式收據）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並到會員專頁（首頁>會員設定>處理現金回贈的銀行資料）更新您的銀行戶口資料。
在處理現金回贈時，您必須至少剩下一次酒店住宿限額才可獲得閣下在任何合作的萬豪酒店住宿的現金回贈。並
同時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直至現金回贈付款存入您指定的銀行戶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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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現金回贈安排將由2018年7 月24日起生效。

賺取「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
會員在使用此優惠時不能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謹記要點
1) 預訂客房 
本現金回贈只適用於會員在2019年3月31日或之前透過「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網站所作的預訂，方可享有現金
回贈優惠，所有於此日期後預訂將不獲優惠。
會員須於入住酒店日期前最少10天預訂客房。
會員必須以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姓名預訂客房，並同時須在預訂時持有效之會籍，方合資格享有會員級別
優惠。
會員不可使用萬豪禮賞積分支付「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酒店預訂。
所有萬豪國際的條款及細則一概適用。

2) 現金回贈
您的認可「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優惠將以現金回贈方式存入您的銀行戶口，預訂酒店時折扣將不會即時顯示。
我們會於您提供正式收據後及銀行戶口資料確認收到後3星期內將回贈金額直接存入您的銀行戶口。
您必須遵從此優惠指南所列的規則，方可收取現金回贈 (如合資格) 。
按會員級別的現金回贈並不適用於稅金、附加費及其他費用。
每位會員於每個會籍年度可享有最多兩次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每次可
預訂一間客房及最多五晚。
會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只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
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才會被扣減一次。
在接受現金回贈付款時，會員必須持有效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方可享現金回贈 。
會員少於五晚的入住仍構成享用一次酒店入住限額，並會在現金回贈（如合資格）已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後，從會員
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年度限額中扣減一次。
會員須於會籍年度內使用兩次可獲現金回贈（按「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級別而定）的酒店入住。任何未用的酒店
入住次數或客房日數，一概不得轉入下個會籍年度。

關於萬豪國際
萬豪國際是一個個別獨立實體。而對於萬豪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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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概無經由友邦香港出售或營銷。而萬豪國際所提供產品或服務亦可能受限於萬豪國
際的若干條款及細則。萬豪國際可能就賺取「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的可用性及合法性施加額外條款及細則。

有關資料請瀏覽萬豪國際網站︰http://www.marriott.com/

就友邦香港而言，本指南列載的資料概不構成要約出售或要約招攬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友邦香港並非萬豪國際
的代理或經銷商及不會由於您購買萬豪國際產品或服務而收取任何酬金。

任何關於作為本優惠一部分的任何產品或服務之爭議，必須直接與萬豪國際交涉解決。萬豪國際對於閣下的任何訂單
有最終決定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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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代表萬豪國際作出的聲明乃根據友邦香港向萬豪國際獲得的資料作出。萬豪國際向我們提供有關資料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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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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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vitality.com.hk。

如對「AIA Vitality健康程式」積分有任何爭議（如有），友邦香港的決定一概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您應審慎考慮閣下應否購買萬豪國際供應的產品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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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本指南所載「友邦香港」或「AIA」概指友邦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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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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