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WER ASIA LIMITED 合約及棄權書 

POWER ASIA LIMITED合約及免除賠償責任（簡稱「合約及棄權書」） 

以下的「合約及棄權書」對於您未來的法律權利有所影響，請仔細閱讀。 透過繼續報名活

動，表示您認可並同意您已詳細閱讀「合約及棄權書」，並且同意下列條款。 

本「合約及棄權書」當中強調的一些重點如下，但請務必閱讀整份文件： 

• 您報名的活動項目（簡稱「活動」）具備體能方面的挑戰，而且有造成身體不

適、疾病、傷害，甚至死亡的風險。 您必須確定您具備進行「活動」的體能，

並且不會對您的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險。 我們不對參賽者進行身體健康或體能

檢查。 

• 儘管我們盡可能注意「活動」的安全，仍舊無法排除參與者及觀眾的風險和危

險，因此，參加或參觀活動時請自行負責自身安全。 

• 當您代表任何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報名或參與，或隨同任何未滿 18 歲的未

成年人參觀「活動」時，您也代表該未滿 18 歲的未成年人同意本「合約及棄

權書」的內容。 

以代表您自己、任何人員代表、受讓人、繼承人、遺囑執行人、繼任者、最近的親屬以及您

所支持的人（若在適用法律下適切時）獲准報名和 / 或參與和 / 或參觀「活動」為約因，

您瞭解： 

1. 報名及  /  或身為代理人的權力。 您代表並向 POWER ASIA LIMITED（簡稱「POWER 

ASIA」）擔保您具備完整法律權力（包括本「合約及棄權書」）可代表您自己和 / 或（適

用時）任何您為其報名之一方（簡稱「報名方」）以及完成報名「活動」的能力，其中

包括使用信用卡或記帳卡支付報名費。 如本「合約及棄權書」中的用途，（a）「POWER 

ASIA」意旨並包括 POWER ASIA LIMITED.、其合作夥伴、授權者以及任何及全部子公司、

附屬實體或控制 POWER ASIA 或遭 POWER ASIA 控制，或單獨或協力在 POWER ASIA 共

同控制下的實體，及其各名職員、員工、承包商、分包商和代理商及其各名代理人、代

表、繼承人和受讓人；而（b）「您」或「您的」意旨並包括您（身為個體）及所有其

他您為其報名之「報名方」，以及憑藉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您放棄特定權利的人。 

如果您報名的是未滿 18 歲的子女或無能的成年人，您代表並保證您為該方的家長或法

定監護人，並且具備法律權力以及代表他 / 她開始本「合約及棄權書」的能力；而透

過繼續報名「活動」，代表您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的條款應同等適用於所有「報名

方」。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每個代表他 / 她自己和 / 或代表其他「報名方」（包括

但不限於任何未成年人）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的人，在具有法定裁判權的法院裁定

「報名方」不受本「合約及棄權書」的條款及規定約束下所產生的任何性質或本質（單



稱「責任」和統稱「責任」）之任何義務、索賠、請求、訴訟理由、損害、損失或費用

（包括法院費用和合理的律師費）的責任，同意對 POWER ASIA 做出賠償、為其進行抗

辯，使其免受損害。 此外，若任何「報名方」任憑本「合約及棄權書」向 POWER ASIA 

索賠，您同意，在 POWER ASIA 要求或請求下立即，對於此等索賠所產生的任何「責任」，

為 POWER ASIA 進行抗辯、對 POWER ASIA 做出賠償，使其免受損害。 

2. 承擔風險。 以接受您的報名和參與「活動」為約因，對於任何您在為「活動」準備之

時、「活動」進行期間、身處「活動」場地時或往返「活動」場地時可能發生的任何身

體不適、疾病、傷害或意外，您須承擔全部風險及責任。 您瞭解參與「活動」可能有

危險，而且除非您在體能方面合格並經過適當訓練，否則不應該參加。 參加「活動」

前，應該諮詢您的醫師。 您須負責接受檢查並確定您在健康跟體能方面適合參加與「活

動」相關的活動項目。 您認可並同意「活動」可能舉辦於公開的公路和設施，而在「活

動」期間有所危險。 您也認可並同意參加「活動」存在無法完全排除的特定風險及危

險，風險範圍小至不適感，大至嚴重受傷，包括永久的殘障和死亡。 您明白並承擔參

加「活動」的所有相關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因跌倒、障礙、與其他參與者接觸、其他參

與者的行動或忽略、天氣影響、任何道路的交通和路況所導致的永久傷害或死亡。 

 

3. 代表。 您表示並保證您身體狀況良好，能夠安全地參與「活動」，並且本身沒有可能

因您參加「活動」而加深危險的疾病。 您同意在受傷時接受醫療照顧和交通運輸以獲

得治療，並且瞭解本「合約及棄權書」的範圍擴及在緊急狀況和 / 或受傷時提供的醫

療和交通運輸所引起或與其相關的任何責任。 您瞭解不一定會有醫療護理，如果有，

您須負責參加「活動」所引起的任何及所有醫療費用（此類醫療費用在任何醫療服務組

織、診所或醫院並非免費），包括但不限於救護車運輸、住院、醫師和藥品和醫藥服務。 

您同意觀察和服從所有公布的規則和警告，遵循 POWER ASIA 或「活動」組織者提供給

您的任何指示或指導，以及遵從任何「活動」官方人員就您是否具備安全參加或參與「活

動」的資格所下的任何決定。 您瞭解並同意在「活動」期間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並且

在參加或參與「活動」時遵守所有適用法律。 這一般而言包括，尊重他人、設備、設

施或財產。 您同意「活動」官方人員在 POWER ASIA 或「活動」組織者認為您的行為

危及安全或對「活動」產生負面影響時，可不予以退款而請您離開。 您瞭解並同意您

須負責在「活動」期間留意本身的個人物品，而且在法律允許的最大限度內，POWER ASIA 

或「活動」組織者對於在「活動」期間遺失、損毀或遭竊的任何私人物品或財產一概不

負責任。 您瞭解並同意在發生天氣（包括但不限於高溫、龍捲風、地震、火災、暴風

雨、閃電和水災）、意外、戰爭或恐怖行動、軍事衝突或暴亂，或基於任何可能影響「活

動」參與者和 / 或觀眾的安全和保障或舉辦「活動」可行性等情況下，「活動」組織

者保留取消「活動」的權利。 在發生此類取消或基於任何原因的其他任何取消活動的

情況下，您的款項須經過「活動」組織者授權才能予以退款。 

 

 



4. 責任讓與及放棄。 對於因您報名和 / 或參加「活動」所引起或與其相關的所有責任、

索賠、行動或損害，您在此放棄、讓與權利並立約承諾不提出控告，而且永遠撤銷 POWER 

ASIA 及所有其他與「活動」相關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因上述人員的疏忽（包括急救疏

失）、任何上述人員所採取或未採取的行動，或其他方式所導致之任何責任、索賠、行

動或損害。 

POWER ASIA 對於任何直接性、間接性、附隨性、特殊性、衍生性或懲戒性損害一概不

負責任，包括但不限於損失利益、善意、使用、資料或其他無形損失（縱然 POWER ASIA 

已事先此種損害發生之可能性）。 不限於上述，POWER ASIA 對於下列一概不負責：（A）

使用或無法使用 POWER ASIA 網站、產品或服務；（B）透過或從 POWER ASIA 網站購

買或取得的任何商品、資料、資訊或服務，收到的訊息或輸入的交易所得之替代商品和

服務的採購費用；（C）您參與 POWER ASIA 所籌辦的任何促銷或計畫；（D）個人傷

害；（E）未授權存取或更改您的傳輸或資料；（F）POWER ASIA 網站上任何第三方的

聲明或舉動；（G）與 POWER ASIA 網站或 POWER ASIA 產品或服務相關的任何其他事

項；或（H）您參與「活動」。 您同意 POWER ASIA 基於任何原因或任何理由對您所

負的最大責任，不應超過 POWER ASIA 自您收得的金額。 

本「合約及棄權書」不應解讀為限制或排除 POWER ASIA 或「活動」組織者的如下責任：

（A）因嚴重疏失而導致的死亡或個人傷害；（B）詐騙或不實的誤導；或（C）若排除

或嘗試排除責任將視為非法或不合法的任何其他事項。 您身為消費者的法定權利不受

本「合約及棄權書」的影響。 

5. 賠償。 對於與（A）您參加「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因疏忽（包括急救疏失）、POWER 

ASIA 所採取或未採取的行動，（B）您使用 POWER ASIA，或（C）您違反本「合約及棄

權書」的條款所引發或相關的所有責任，您同意對 POWER ASIA 做出賠償、為 POWER 

ASIA 進行抗辯，使其免受損害。 

 

6. 免責聲明。 您明確同意使用 POWER ASIA 服務的風險由您自行承擔。 服務是依「現狀」

及「可用狀況」提供。 POWER ASIA 不保證 POWER ASIA 網站的服務將不間斷、安全

無誤。 POWER ASIA 明確否認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各種擔保責任，包括但不限於適售性、

適合特定用途或未侵權之任何保證。 POWER ASIA 不保證 POWER ASIA 網站上或提供

之任何相關資訊的準確性或完整性。 POWER ASIA 對於因使用此類資訊的任何錯誤或疏

忽，或所得的結果，一概不負責任。 

 

7. 使用相片。 您在此授予 POWER ASIA 及「活動」組織者不可撤銷的權限，准許其隨著

「活動」錄製您的聲音和拍照。 您瞭解並同意在此所用之「相片」一詞包含靜像照片

及視訊錄影。 您進一步准許 POWER ASIA 及「活動」組織者在不對您提供補償的情況

下，針對任何合法用途（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商業用途）以任何形式在全球任何媒介上（包

括但不限於在網際網路、廣播、有線、衛星傳播以及目前不明的媒體上串流音訊和 / 或



視訊）使用隨著「活動」對您拍攝的相片、聲音和照片，包括編輯的版本。 您進一步

放棄偵查任何此類錄影和相片的權利。 您瞭解 POWER ASIA 和 / 或「活動」組織者所

拍攝的任何此類錄影和相片，適用時將成為 POWER ASIA 和 / 或「活動」組織者的專

屬財產。 

 

8. 分割。 您進一步明確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以符合適用法律許可範圍為前提，若有

法定裁判權資格的法院基於任何理由而認定本「合約及棄權書」之任何條款無法執行，

（a）本「合約及棄權書」其餘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包含任何此類無法執行之規定中非

本身無法執行之任何條款的全部部分）的效力、合法性及可執行性不應就此受到影響或

削弱，而且（b）在盡可能最完整的範圍內，無法執行的條款應予以修改並以接近無法

執行之條款的意圖和經濟效力加以取代，而「合約及棄權書」應適當進行修訂。 

 

9. 接受。 透過表明您接受本「合約及棄權書」，您申明您已閱讀本「合約及棄權書」並

完全理解其條款。 您瞭解您及所有「報名方」放棄實體權利，包括控告的權利。 您認

可您自主並自願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而您的接受意旨完整並無條件地免除法律許

可之最大範圍內的所有責任。 若參與者為未成年人或為無能的成年人，您保證您為參

與者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並且代表參與者同意本「合約及棄權書」並免除所有責任。 

 

10. 適用法；同意管轄權；其他管轄專門規定。 

適用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之活動的條款：您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適用於與本「合約

及棄權書」相關的所有事項。 您以不可撤銷的方式同意關於本「合約及棄權書」與 POWER 

ASIA 之任何爭論的專屬管轄權應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 

您授予 POWER ASIA 及「活動」組織者不可撤銷的權限，准許展示、編輯、流傳、發表和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個人（隱私）條例所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第 486 章））。 

本「合約及棄權書」提供英文及中文版本。 兩種版本之間若有不一致之處，以英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