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神擂台」節⽬目遊戲
條款及條件
參參加資格：
「波神擂台」節⽬目遊戲（下稱:“遊戲”）只供年年滿⼗十八（18）歲的香港永久居⺠民
參參加。
主辦單位香港電視娛樂有限公司（下稱“HKTVE”或“主辦單位”）及其關聯聯公
司、廣告公司、分包商的員⼯工；及所有上述⼈人⼠士的家⼈人或家屬均不可參參與本活
動以⽰示公平。主辦單位保留留權利利驗證所有參參加者的參參加資格，參參加者同意配合
主辦單位就此提出的合理理要求。
遊戲規則：
參參加者參參加遊戲即表⽰示確認已詳閱及同意遵守本遊戲的所有條款及條件。
遊戲⽇日期及時間：
⽇日期：由 2018 年年 6 ⽉月 14 ⽇日 ⾄至 2018 年年 7⽉月 15⽇日在世界盃賽事期間中舉⾏行行。
當中Viu TV 會直播當中19 場賽事，當中為
6⽉月14⽇日(周四) 晚上11時 俄羅斯vs沙特阿拉伯
6⽉月15⽇日(周五) 晚上8時 埃及vs烏拉圭
6⽉月16⽇日(周六) 凌晨2時 葡萄牙vs⻄西班牙
6⽉月16⽇日(周六) 晚上9時 阿根廷vs冰島
6⽉月17⽇日(周⽇日) 晚上11時 德國vs墨墨⻄西哥
6⽉月18⽇日(周⼀一) 晚上8時 瑞典vs韓國
6⽉月19⽇日(周⼆二) 晚上8時 哥倫倫比亞vs⽇日本
6⽉月20⽇日(周三) 晚上8時 葡萄牙vs摩洛洛哥
6⽉月21⽇日(周四) 晚上8時 丹丹麥vs澳洲
6⽉月22⽇日(周五) 晚上8時 巴⻄西vs哥斯達黎黎加
6⽉月23⽇日(周六) 晚上11時 韓國vs墨墨⻄西哥
6⽉月24⽇日(周⽇日) 晚上8時 英格蘭蘭vs巴拿⾺馬
7⽉月3⽇日(周⼆二) 凌晨2時 16強
7⽉月3⽇日(周⼆二) 晚上10時 16強
7⽉月6⽇日(周五) 晚上10時 8強
7⽉月7⽇日(周六) 晚上10時 8強
7⽉月11⽇日(周三) 凌晨2時 4強
7⽉月12⽇日(周四) 凌晨2時 4強
7⽉月15⽇日(周⽇日) 晚上11時 決賽
另外亦會於以下⽇日期播放特別節⽬目”波神擂台速報”(共7集)
6⽉月25⽇日⾄至28⽇日 晚上8時45分
6⽉月30⽇日及7⽉月1⽇日 晚上8 時25分

7⽉月14⽇日 晚上8時25分
時間：每場遊戲比賽投票時間為當⽇日舉⾏行行世界盃賽事的中午12時⾄至正式開賽前
5分鐘為⽌止，開賽時間以FIFA公佈為準。
遊戲說明：
1. 遊戲由主辦單位根據其於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的牌照舉⾏行行。
2. ViuTV在2018年年世界盃賽事的期間，會播放26集特備節⽬目「Good Night
Show - 全⺠民睇波派對」（下稱“節⽬目”）及直播19場世界盃賽事。節⽬目中會
邀請約8位來來⾃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如藝⼈人、⾜足球評述員、前港⾜足成員、名⼈人
等組成「星級睇波團」。
3. 在每集節⽬目內，「星級睇波團」的成員都會各⾃自發表⾃自⼰己對即將進⾏行行賽事的
⾒見見解，分析形勢，球員表現並選出當晚比賽的最佳球員（下稱“「波神球
員」”）。「星級睇波團」每位成員的意⾒見見及分析所選的「波神球員」⼈人選
都不⼀一定相同。
4. 觀眾可在播放節⽬目前或透過觀看該節⽬目並參參考完所有「星級睇波團」成員的
分析及看法後，於指定遊戲時間內登入遊戲網⾴頁 (momchallenge.viu.tv ) 內
參參加遊戲。觀眾於專⾴頁中以簡單資訊（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登記
成為「遊戲⽤用⼾戶」（下稱“⽤用⼾戶”）。每位⽤用⼾戶可獲得⼀一組遊戲⼾戶⼝口專⽤用的登
入名字及密碼。
5. 每位家庭觀眾只能登記成為⽤用⼾戶⼀一次，但⽤用⼾戶中獎次數不限。
6. ⽤用⼾戶需回答⼀一條有關世界盃常識的問題，答中後⽅方可進入遊戲的第⼆二階段，
投選⾃自⼰己所⽀支持「星級睇波團」的成員及其經過分析選出的「波神球員」⼈人
選或者選擇不信任所有「星級睇波團」成員的選項⼀一票。
7. ⽤用⼾戶只可在每⼀一場遊戲比賽指定的時間內選取⼀一位⾃自⼰己⽀支持的「星級睇波團」
的成員，以最後⼀一次的選擇為準。每次更更改選擇都需答⼀一條關於ViuTV世界
盃或者與該集節⽬目有關的問題。
8. 當晚世界盃賽事比賽過後，遊戲主持⼈人會以球員傳球數量量、成功率、射⾨門、
入球、助攻與解圍等數值作表現評分及參參考FIFA公佈當晚比賽的“Man of
the Match”的⼈人選作為遊戲準則以選出每場的「波神球員」。
9. 在世界盃64場比賽期間，ViuTV都會在每場賽事開賽前安排遊戲供⽤用⼾戶參參
與。成功投中「星級睇波團」的成員或者投中「不信任所有「星級睇波團」

成員」⼀一票，就⾃自動合資格參參與終極⼤大抽獎，獎品為Audi Q3 (1架)價值
HKD$399,800。參參加遊戲場數不限。⽤用⼾戶成功投中「星級睇波團」的成員
或者投中「不信任所有「星級睇波團」成員」的次數越多，得到終極⼤大抽獎
的獎品機會愈⼤大。終極⼤大抽獎是連系前64次遊戲的總抽獎。 所有在64次遊
戲成功進入終極⼤大抽獎的參參加者將被集合起來來在2018年年7⽉月16⽇日 進⾏行行⼀一次⼤大
抽獎。遊戲主持⼈人會以隨機的形式抽出⼀一位成功進入終極⼤大抽獎的⽤用⼾戶，並
即場致電該⽤用⼾戶，⽤用⼾戶需答對遊戲主持⼈人所問有關世界盃常識或歷史的問題，
就可以獲得終極獎品。如⽤用⼾戶未能答對所問的問題，主持⼈人隨即會以同樣的
⽅方式抽出下⼀一位⽤用⼾戶，直⾄至有⽤用⼾戶答對問題，並成功送出獎品為⽌止。
10.除終極⼤大抽獎外，ViuTV亦會在指定的19場直播賽事安排額外的抽獎遊戲
（下稱“特別遊戲”），每場特別遊戲中，成功投中「星級睇波團」的成員或
者投中「不信任所有「星級睇波團」成員」⼀一票，就有機會參參加該場的特別
遊戲，獎品為I-Phone X 太空灰 256GB(1部) 價值 HKD$9888。
特別遊戲時間表由主辦單位決定。主辦單位保留留選擇播放19場世界盃賽事及相
關的遊戲節⽬。。詳情請留留意 ViuTV的宣傳影片及特別遊戲網⾴頁公佈
momchallenge.viu.tv) 。

19場特別遊戲時間表及相關獎品如下：
階
段

時間

抽獎⽇日期

1

2018年年6⽉月14⽇日 中午1200⾄至晚
上2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15⽇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2

2018年年6⽉月15⽇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16⽇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3

2018年年6⽉月15⽇日 中午1200⾄至6⽉月
16⽇日早上0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16⽇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4

2018年年6⽉月16⽇日 中午1200⾄至晚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上2055

⽉月17⽇日

2018年年6⽉月17⽇日 中午1200⾄至晚
上2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18⽇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5

獎品

256GB 價值
HKD$9888

6

2018年年6⽉月18⽇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19⽇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7

2018年年6⽉月19⽇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20⽇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8

2018年年6⽉月20⽇日 中午1200⾄至晚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上1955

⽉月21⽇日

9

2018年年6⽉月21⽇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22⽇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0

2018年年6⽉月22⽇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23⽇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1

2018年年6⽉月23⽇日 中午1200⾄至晚
上2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6 I-Phone X 太空灰
⽉月24⽇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2

2018年年6⽉月24⽇日 中午1200⾄至晚
上19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2⽇日
256GB 價值
(因為中間沒有賽事 HKD$9888

256GB 價值
HKD$9888

或相關節⽬目或抽獎
環節播出，所以於7
⽉月2⽇日才抽出6⽉月24
⽇日的結果)
13

2018年年7⽉月2⽇日 中午1200⾄至7⽉月3
⽇日早上0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3⽇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4

2018年年7⽉月3⽇日 中午1200⾄至晚上
21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6⽇日
(因為中間沒有賽事
或相關節⽬目或抽獎
環節播出，所以於7

256GB 價值
HKD$9888

⽉月6⽇日才抽出7⽉月3⽇日
的結果)
15

2018年年7⽉月6⽇日 中午1200⾄至晚上
21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7⽇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6

2018年年7⽉月7⽇日 中午1200⾄至晚上
21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10⽇日
256GB 價值
(因為中間沒有賽事 HKD$9888
或相關節⽬目或抽獎
環節播出，所以於7
⽉月10⽇日才抽出7⽉月7
⽇日的結果)

17

2018年年7⽉月10⽇日 中午1200⾄至7⽉月
11⽇日早上0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11⽇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18

2018年年7⽉月11⽇日 中午1200⾄至
7⽉月12⽇日早上0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15⽇日
256GB 價值
(因為中間沒有賽事 HKD$9888
或相關節⽬目或抽獎
環節播出，所以於7
⽉月15⽇日才抽出7⽉月12
⽇日的結果)

19

2018年年7⽉月15⽇日 中午1200⾄至晚
上2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7 I-Phone X 太空灰
⽉月16⽇日
256GB 價值
HKD$9888

終極⼤大抽獎
1

2018年年6⽉月14⽇日 中午1200⾄至
2018年年7⽉月15⽇日 晚上2255

抽獎⽇日期︰2018年年
7⽉月16⽇日

Audi Q3價值
$399,800

得獎及領奬⽅方法：
1. 獲遊戲主持選為「波神球員」結果將會在當晚世界盃賽事後第⼆二天的中午12
時，於遊戲網⾴頁上公佈。
2. 當⽤用⼾戶所選的「星級睇波團」成員所選的球員與該場獲遊戲主持選出的「波
神球員」結果⼀一致，該⽤用⼾戶可進入該場的特別遊戲階段。如當晚沒有「星級
睇波團」的成員成功判斷出當晚比賽當選的「波神球員」，投選「不信任所
有「星級睇波團」成員」選項的⽤用⼾戶可入該場的特別遊戲階段。
3. 如⽤用⼾戶於當晚遊戲截⽌止前，都未有投票，該場比賽則當棄權。
4. 每場特別遊戲比賽得獎者將由專⼈人於第⼆二天的節⽬目內以電話通知。遊戲主持
⼈人都會以隨機的形式抽出⼀一位成功進入特別遊戲階段的⽤用⼾戶，並致電予該⽤用

⼾戶，⽤用⼾戶需於指定時間內向節⽬目主持⼈人確認⾝身份及答對主持所問有關世界盃
常識或歷史的問題，就可以獲得當⽇日的獎品。如參參加者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向
節⽬目主持⼈人確認⾝身份及答對所問的問題，主持⼈人隨即會以同樣的⽅方式再抽出
下⼀一位參參加者，直⾄至有參參加者答對問題，並成功送出獎品為⽌止。
5. 得獎者名單將在每場特別遊戲比賽完結後第⼆二天在網上公佈，並且在每場特
別遊戲比賽完結後的⼗十天內在(momchallenge.viu.tv) 在蘋果⽇日報和南華早報
各⼀一份公佈。登報⽇日期為 2018年年6⽉月24⽇日, 7⽉月3⽇日, 7⽉月10⽇日 及7⽉月20 ⽇日。
6. 獎品不能兌換現⾦金金，亦不可轉讓。
7. 主辦單位並不是獎品的製造商及供應商，因此不會為有關獎品及其使⽤用上負
上任何責任。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合資格參參加者參參加此活動，即代表同意主辦單會使⽤用該參參加者就本活動或送出
的獎品所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電話）作舉辦本活動
及有關⽤用途，包括核實⾝身份及參參加資格、宣布得獎者名單、就領獎事宜聯聯絡得
獎者、向合資格參參加者提供與本活動有關的資料及宣傳資訊，以及是次宣傳及
出版及所有有關的⽬目的。主辦單位於本活動或送出獎品有關所收集的個⼈人資料
或該等資料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例》及電訊盈科的《私隱政策聲明》(可
⾒見見於 http://www.pccw.com/legal/privacy_c.html 及https://www.pccw.com/
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
privacy_information_collection_statement_cn.html) 之規定所收集、使⽤用及保
留留。參參加者可⾃自⾏行行決定是否提供以上資料，但若若其未能提供該等資料，將會導
致主辦單位無法處理理其參參加申請。資料查閱或更更改之要求可郵寄⾄至香港郵政總
局信箱9872號，與保障資料主任聯聯絡 （請註明「波神擂台」）。
⼀一般條款及條件：
1. 參參加者參參加遊戲即表⽰示確認已詳閱本條款及條件及同意受其約束。
2. 有關遊戲的任何事宜或爭議，⼀一切以主辦單位的決定為最終裁決，並具約束
⼒力力。
3. 任何逾期、遺失、未完成及／或無效的答案或訊息輸入，參參加者將喪失參參加
資格，⽽而對該等情況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4. 主辦單位不會因獎品的遺失，損壞或盜竊⽽而需要承擔作出替換或補發的責任。

5. 主辦單位並不是獎品的製造商及供應商。在法律律最⼤大允許的範圍內，主辦單
位、其附屬公司以及贊助商不會為任何因為或有關使⽤用及/或享⽤用獎品，或
無法使⽤用及/或享⽤用獎品⽽而產⽣生的損失或損害的索償負責。在法律律最⼤大允許
的範圍內，主辦單位對有關獎品(或獎品的任何部份)的質素、適⽤用性及可銷
售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聲明或保證。在法律律允許的範圍內，接受任何
獎品即構成免除及解除主辦單位、其附屬公司及贊助商對每位得獎者有可能
(不論現在已知或未知)因 (i) 遊戲；(ii) 得獎者因使⽤用及/或享⽤用獎品所產⽣生的
個⼈人⼈人⾝身傷害及/或財物之損失、失竊、損壞；及/或 (iii)與遊戲、獎品及/或
使⽤用或享⽤用獎品有關的任何稅務責任，⽽而產⽣生或有關的任何或全部責任、索
償、要求、訴訟、及/或損害賠償。
6. 參參加者須⾃自⾏行行承擔參參加遊戲或所引致的所有風險。主辦單位不會亦毋須就下
列列情況承擔責任：(a)任何逾期、遺失、延誤、損壞、誤導、不正確、未完
成、無效、不合資格或不清晰的答案或訊息輸入；(b)電話、電⼦子產品、硬
體、軟件程式、網絡、互聯聯網或電腦故障或問題； (c)任何傳送錯誤或延誤；
(d)導致有關世界盃及/或遊戲中斷或被破壞⽽而主辦單位不能控制的事項所引
致的任何情況；(e)因獎品⽽而引致或因接受、擁有、使⽤用或誤⽤用獎⾦金金、獎品，
或參參與遊戲⽽而導致任何形式的損傷、損失或損毀；或(g)⼀一般與本條款及條件
或遊戲相關的任何資料中的任何印刷或排字錯誤。參參加者對因或聲稱因參參與
遊戲及／或接受及／或使⽤用獎品⽽而引致的任何損傷或損毀⾃自⾏行行承擔全部責任，
並解除主辦單位及其⾏行行政⼈人員、主管、董事、僱員、⺟母公司、附屬公司及關
聯聯公司對上述情況的任何及全部責任。
7. 主辦單位並不作出任何聲明、陳述或保證，並在法律律容許的最⼤大範圍內排除
法律律引申的所有聲明、陳述或保證。對於因參參加者參參與遊戲⽽而發⽣生、引致或
導致的責任（無論索償的法律律依據為何），主辦單位及其⺟母公司、附屬公司
及關聯聯公司，以及彼等各⾃自的⾏行行政⼈人員、主管、董事、僱員、代理理及承包商
均於法律律容許的最⼤大範圍內免除責任。
8. 主辦單位可因發⽣不可抗⼒力力事件 (包括但不限於⾃自然災害、疫症爆發、政府
禁令、世盃赛事被取消，技術故障等)不能預測的情況下暫停及／或終⽌止遊
戲 (或遊戲的任何部份)。若若發⽣生此情況，主辦單位將於不可抗⼒事件發⽣後
的當天或於最快的時間內在網上公佈取消遊戲的消息。除非所有世盃賽事因
發⽣不可抗⼒事件⽽必須改期舉⾏(例如：發⽣恐怖襲擊事件)，主辦單位將
不會因個別不可抗⼒事件⽽導致相關遊戲節⽬被暫停及／或終⽌另⾏作出安
排。該遊戲(或遊戲的任何部份) 將即時被終⽌止並參參加者概無資格獲獎。參參加
者無權就失去參參加遊戲或獲獎資格或失去參參加遊戲機會向主辦單位索償或進
⾏行行起訴。

9. 主辦單位有全權酌情權撤銷、阻截或廢除任何主辦單位認為篡改或入侵答案
或訊息輸入程式的⼈人⼠士之參參加資格。主辦單位亦保留留全權酌情權，在出現電
腦病毒、漏洞洞、篡改、未經授權⼲干預、欺詐、技術或系統故障或中斷、不可
抗⼒力力事件時，或主辦單位全權認為會破壞遊戲(或遊戲的任何部份)的進⾏行行、
安全、公平、公正或正常運作的任何情況下，取消、修改或暫停遊戲(或遊
戲的任何部份)的參參加⽅方法。
10.倘主辦單位全權酌情認為任何參參加者或準參參加者漠視本條款及條件或作出以
下⾏行行為：(a)意圖打擾、毀謗、恐嚇或騷擾任何其他參參加者、主辦單位或其代
理理或代表；或(b)任何其他搗亂⾏行行為，則主辦單位可禁⽌止有關⼈人⼠士參參加遊戲
(或遊戲的任何部份)。
11.參參加此遊戲（或其任何部分）僅可作個⼈人娛樂⽤用途，任何⼈人⼠士不得將其使⽤用
或應⽤用於任何商業或其他⽤用途。
12.本條款及條件受香港法律律約束。若若本條款及條件有任何不符合香港法律律規定
之處，則視該等不符之處已被修改⾄至符合法律律規定。所有關於本條款及條件
的解釋、有效性、詮釋及可強制執⾏行行性的事宜及問題，或參參加者及主辦單位
有關遊戲的權利利及責任，須受香港法律律規管及按其詮釋。
13.若若有任何爭議，⼀一切以主辦單位的決定為最終裁決並具約束⼒力力。
14.如得到參參加者同意，個⼈人資料會⽤用作⽇日後推廣及宣傳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