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5 月 21 日版本

完成 District Race 香港站競賽

送雙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報名參加並完成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舉行的 District Race 香港站競賽、而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記錄的完賽里程為 5 公里或以上、及於 2019 年 5 月 26 日或以前申領「大型運動賽事」
積分，即可額外獲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記錄的完賽里程
5 公里 至 9 公里
10 公里 至 21 公里
21.1 公里 至 42.1 公里
42.2 公里或以上

額外獲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150
450
900
1,500

^上述額外積分不會計算入因參與健身活動而每年賺取最高 15,000「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上限之內，及可作會員儲分升級之用，
唯額外積分不適用於賺取每月挑戰之獎賞（例如 UA Loyalty Club 免費電影換領券 及 UA 銀河影院免費電影禮券）。有關資格、條款
及細則詳情，請參閱第 6 至 7 頁。


有關如何申領「大型運動賽事」積分，請參閱第 2 至 5 頁。



有關資格、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參閱第 6 至 7 頁。

關於 District Race 香港站競賽
日期：
19/05/2019 (星期日)
起點：
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詳情：
網站 | 面書 | 報名 | 報名指南
聯絡及查詢： explore@districtrace.com
聯絡「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查詢：hk.vitality@aia.com 2232 8282 （香港） 0800 315 （澳門）

1

Tutorial of claiming AIA Vitality Points via “Organised Fitness Events” from 19 to 26 May
2019

Step 1:
Check the distance completed and recorded by District Race mobile app. If the distance is
unavailable due to District Race mobile app’s technical problem, you can:


Refer to the distance tracked by your fitness devices such as Apple Watch, Garmin, Polar,
Strava, etc, or



Refer to your race category to estimate the distance if you did not track your running distance
with a fitness device. For Elite Category (21.1 km to 42.1 km); Open Category (10 km to 21 km);
Discovery Category (5 km to 9 km).

第 1 步:
查閱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記錄的完賽里程。但由於競賽當天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技術問題而未能顯示
完賽里程，您可以：


參考 Apple Watch、Garmin、Polar 及 Strava 等健身配置的里程記錄。



如果您沒有使用健身配置，請根據您的參賽組別估計完賽里程：精英組（21.1 公里至 42.1 公里）;公開
組（10 公里至 21 公里）;探索組（5 公里至 9 公里）。

2. Check the Distance
查看完賽里程
1. Click “Profile”
按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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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Find your 6-digit individual redemption code from the e-mail “Redeem your codes now!”. If you
cannot find the redemption code, please email to explore@districtrace.com to contact District Race
第 2 步:
請於電郵 “Redeem your codes now!” 尋找 6 位字個人換領碼如你找不到你的換領碼，請電郵至
explore@districtrace.com 與 District Race 主辦單位聯絡。

A1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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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Login AIA Connect mobile app > “AIA Vitality” > “My Challenges” > “Organised Fitness Events”
under “Recommended For You” > “Submit Event Details” (or login aia.com.hk/aiavitality >
“Points and Status” > “Claim Points” to open a new page, find “Organised Fitness Event” and
click “Claim points now”). Please input accordingly, then accept disclaimer and press “Submit”

o
o
o
o
o
o
o
第 3 步:


Type of event:
Date of event:
Category:
Event name:
Distance of event:
Your finish time:
Your race number:

Running
19 May 2019
Refer to Step 1
District Race
Refer to Step 1
Elite: 4 hours | Open: 2 hours | Discovery: 1 hour
Refer to Step 2

登入「友聯繫」手機程式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 我的挑戰 > 屬於「為你推薦」部份的「大型
運動賽事」> 遞交賽事詳情（或登入 aia.com.hk/aiavitality，前往「積分及會員級別」 > 「申領積
分」 ，再前往另一頁面尋找 「大型運動賽事」及按「立即申領積分」）請輸入並接受聲明及按「提交」
o
o
o
o
o
o
o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分類：
輸入活動名稱：
活動距離：
閣下的完成時間：
閣下的比賽編號：

路跑
2019 年 5 月 19 日
第 1 步所提及的距離
District Race
第 1 步所提及的距離
精英組：4 小時 | 公開組：2 小時 | 探索組：1 小時
第 2 步所提及的「換領碼 redemption code」

District Race

Running

5/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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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Please wait until seeing below confirmation screen and read the details before closing the browser.
Email to hk.vitality@aia.com immediately if you do not receive the points 48 hours after successful
submission
第 4 步:
提交資料後，請等待此確認版面出現及閱讀有關內容，方可關閉視窗。如你於成功提交資料後 48 小時仍未
有獲得積分，請即電郵至 hk.vitality@a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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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完成 District Race 香港站競賽送雙倍「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額外積分」） 只適用於符合以下
所有條件之「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員（「合資格會員」或「您」）：
a. 其會籍生效日必須為 2019 年 5 月 19 日或以前，即為 District Race 香港站競賽（「競賽」）之舉辦
日期；及
b. 必須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或以前收到由 explore@district.com 寄出的競賽確認電郵；及
c.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的完賽里程記錄必須為 5 公里或以上（須於競賽限定時間內完成）
2. 如欲獲取額外積分，合資格會員必須於 2019 年 5 月 26 日或以前於「大型運動賽事」提交正確資料（已
於第 2a 至第 2g 點列明）及通過「大型運動賽事」獲得「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積分」）。所
有資料一經提交不得更改。逾期提交將不被接受。通過「大型運動賽事」獲得積分的條款及細則同時適
用於額外積分。詳情請參閱「友聯繫」手機程式 >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 > 我的挑戰 > 屬於「為你
推薦」部份的「大型運動賽事」
a.
b.
c.
d.
e.
f.
g.

活動類型：
活動日期：
分類：
輸入活動名稱：
活動距離：
閣下的完成時間：
閣下的比賽編號：

路跑
2019 年 5 月 19 日
根據您的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的完賽里程記錄
District Race
輸入您的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的完賽里程記錄
輸入您的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的完賽時間
輸入競賽所提供的「換領碼 redemption code」

3. 每位合資格會員只能獲享額外積分一次。額外積分不適用於賺取每月挑戰之獎賞（例如但不限於 UA
Loyalty Club 免費電影換領券及 UA 銀河影院免費電影禮券）。額外積分詳情如下：
District Race 手機程式記錄的完賽里程
5 公里 至 9 公里
10 公里 至 21 公里
21.1 公里 至 42.1 公里
42.2 公里或以上

額外獲贈「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積分
150
450
900
1,500

4. 不論您於何日申領「大型運動賽事」積分及報名參加競賽，額外積分生效日期均為 2019 年 5 月 19 日，
並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或以前顯示於合資格會員的「AIA Vitality 積分結算表」內，隸屬於「積分調整」
類別。 您的積分（包括額外積分）將會於賺得該積分及舉辦競賽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年度年
底時失效，並不可轉延到下一年。（例如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週年日為 2019 年 5 月 20 日，
則積分和額外積分將不會轉入 2019 年 5 月 20 日開始的新會籍年度）。於獲享額外積分時，您的「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必須仍然生效。

5.

AIA 或會審查及確定合資格會員的競賽資料。任何延遲、不正確、不適當、不誠實或濫用申領「大型運
動賽事」積分及／或濫用「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權限，均可能導致合資格會員於保單週年日及／或
「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會籍週年日未累積足夠積分以達到更高級別，並影響獲享獎賞和優惠的資格
（例如但不限於「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保費折扣）、「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延遲及／或取消您已獲
得的積分及額外積分、暫停及／或終止您的會籍，並可因而喪失所有獎賞和優惠。您的「AIA Vitality 健
康程式」級別或會遭降級，以補償任何不符或違規，而不作預先通知。因所贈予的積分（包括額外積分）
引發的任何相關爭論必須儘早通知我們，並且在任何狀況下須於行為活動日期後的 30 天內以電郵
hk.vitality@aia.com 或致電（852）2232 8282 （香港客戶）或 0800 315（澳門客戶）聯絡我們。

6. 一切透過 aia.com.hk/aiavitality 及「友聯繫」手機程式提交有關此額外積分的登記資料、登記日期均以伺
服器接收記錄為準。合資格會員須承諾及保證所有填寫或提交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亦沒有冒用或
盜用任何第三者之資料。因合資格會員違規或因非法行為導致 AIA 或第三方損失，合資格會員須負上責
任或承擔法律後果。若合資格會員遞交的資料有錯漏或不正確，合資格會員將不會獲享額外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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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此額外積分因但不限於電腦病毒感染、蠕蟲或木馬程式、伺服器入侵、篡改、未經授權的干預、欺詐、
技術故障或任何其他主辦單位控制以外的原因，而破壞或影響系統安全性、公平性、誠信及此額外積分
的正常運作，AIA 有權取消合資格會員的資格，而無須發出事先通知。

8. 本單張只載有一般資料，並不構成任何銷售建議及/或有關產品之推介。有關「AIA Vitality 健康程式」的
內容、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aia.com.hk/aiavitality。
9. AIA 對本條款及條件擁有絕對解釋權。如有任何爭議，AIA 將擁有最終決定權。
10. 該等條款應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限。
「我們」、「AIA」、「友邦」或「友邦香港」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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