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GI 与您共行 WOK BERSAMAMU 2020 有奖竞赛
条款和条件
参赛条件附表

1.

主办单位:

Nestlé Products Sdn. Bhd. [45229-H].

2.

竞赛:

MAGGI （与您共行）WOK Bersamamu 2020 有奖竞赛 – MAGGI Professional 线上烹饪
竞赛

3.
4.

竞赛期限:
参赛资格：

5.

不符合参赛资
格：

这项竞赛将从 2020 年 6 月 22 日 00:00:0000 开始，直到 2020 年 7 月 26 日 23:59:59
这项竞赛公开予所有持有有效大马身份证及仅居住在马来西亚，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或之前满 18 岁以上的餐饮业专业厨师（从副主厨到行政总厨）。
以下人士不符合参赛资格：
a. 主办单位的员工（包括关联和相关的公司）及他们的直属家人（孩子、父母、
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及/或
b. 主办单位的代表、员工及/或广告代理及/或促销服务协调人员（包括关联和相关
的公司）及他们的直属家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

6.

参赛方式与条款:

欲参与这项竞赛，参赛者须符合在此注明的条款与条件：
a.

录作一条（01）不超过三分钟，文件大小不超过150MB并包含两道菜式的影像
视频；
i) 一道（01）开胃菜式 （食用量：4人份；摆盘量：1人份)；及
ii) 一道（01）热烹主食 （食用量：4人份；摆盘量：1人份)

b.
c.

确保两道参赛菜式食谱皆为清真，并且不包含任何猪肉、猪油或酒精的使用。
每道参赛菜式必须使用以下列表中至少一种（01）的 Nestlé Professional MAGGI
产品：
•
•
•
•
•
•
•
•
•

d.

MAGGI Umami Cooking Sauce 580G
MAGGI Rendang Paste 900G
MAGGI Green Curry Paste 900G
MAGGI Chef Master Stock 1.2KG
MAGGI Oriental BBQ Sauce 1.2KG
MAGGI Lime Seasoning Powder 350G
MAGGI Mashed Potato 2.5KG/4KG
MAGGI Demi-Glace Brown Sauce Mix 1KG
MAGGI Cream of Mushroom Soup 1KG

所上传的竞赛影像视频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i) 以水平角度拍摄或呈现；
ii) 以马来西亚语、英语或华语作为交流语言并录制；
iii) （在影像视频的开头）参赛者必须穿着厨师制服（仅黑色或白色）做一个
简短的自我介绍，并手持含有自己大写英文姓名的A4尺寸纸张；
iv) 展示两道（02）菜式的准备和烹饪过程;
v) 重点展示已完成准备或烹饪的两道（02）菜式以及分别所使用于各食谱中
的 Nestlé Professional MAGGI 产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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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对其两道（02）菜式、食谱以及所使用的食材进行详细清晰的讲解；及
vii) 在 影 像 视 频 的 结 尾 重 点 提 及 竞 赛 标 语 “MAGGI Wok Bersamamu ！
#MaggiSapot Chef”
e.

f.

准备含有参赛菜式食谱的 Word 文件档以及您最终的参赛影像视频 储存 Word 文
件档食谱和参赛影像视频于文件夹内。 以自己的姓氏 - 身份证最后的 6 个号码
命名该文件夹。例如： MAZLAN-123456 (“参赛者文件夹”)
i) 录作一条（01）不超过三分钟的影像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150MB；
ii) 两道（02）参赛菜式的食谱文件档 (WORD)；及
iii) 上传您的文件夹至 WeTransfer。获取传送链接
iv) 填写您的个人资料于参赛网页并点击提交
v) 提供完整的“WeTransfer”的参赛者文件夹访问链接。通过 WeTransfer 上传
该文件夹。请记得复制传送链接。
vi) 填写您的个人资料于以下报名表格。粘贴所复制的 WeTransfer 传送链接并
点击提交。确保您在 2020 年 7 月 26 日 23:59:59 前提交。
参加竞赛的方法只有一种（01），即通过完成填写线上参赛表格

http://www.nestleprofessional.com.my/MAGGIWokBersamamu
7.

竞赛作品上传截
止:

所有的竞赛影像视频必须在 2020 年 7 月 26 日 23:59:59 或之前提交予主办单位。在
竞赛期限以外上传竞赛影像视频的人士，其参赛资格将自动被取消。

8.

竞赛奖品：

主办单位一共提供 103 份奖品；
•

首奖 x 01份
RM5000.00 现金 + 参与证书 + MAGGI Professional 厨师制服+ 价值RM 100.00 的
MAGGI 礼篮

•

二奖 x 01份
RM2000.00 现金 + 参与证书 + MAGGI Professional 厨师制服+ 价值RM 100.00 的
MAGGI 礼篮

•

三奖 x 01份
RM1000.00 现金 + 参与证书 + MAGGI Professional 厨师制服+ 价值RM 100.00 的
MAGGI 礼篮

•

安慰奖 x 100份
MAGGI Professional 个性化厨师制服

•

首50名符合“参赛方式与条款”的参与奖
价值 RM50.00 的 LAZADA 礼券

所有获奖者以及各自的获奖食谱将会在 MAGGI Professional 食谱书中展出。
9.

获奖者评选标
准：

首奖、二奖和三奖 x 各 01 份
专业评审团将根据以下标准选出前三名（03）获奖者：
a. 总体
i) 烹饪流程的讲解清晰度
ii) 影像视频的质量
iii) 厨师的造型
iv) 卫生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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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开胃菜式与热烹主食的食谱
i) 菜式的展现（摆盘）
ii) 菜单和食材的兼容性（配方）
iii) 创意与实用性
iv) 所使用的 MAGGI SKUs 产品的展现

安慰奖 x 100 份
专业评审团确认前三名获奖者后，会再从入围竞赛作品中选出安慰奖得主。
安慰奖得主将根据以下标准选出：
a. 总体
i) 烹饪流程的讲解清晰度
ii) 影像视频的质量
iii) 厨师的造型
iv) 卫生与准备
b. 开胃菜式与热烹主食的食谱
i) 菜式的展现（摆盘）
ii) 菜单和食材的兼容性（配方）
iii) 创意与实用性
iv) 所使用的 MAGGI SKUs 产品的展现
首50名符合“参赛方式与条款”的参与奖
首50名符合上述第六项的“参赛方式与条款”的参赛者将有资格赢得此奖。

10. 其他条款和条
件：

a.

b.
c.

d.
e.

主办单位将通过线上参赛表格
http://www.nestleprofessional.com.my/MAGGIWokBersamamu 上所提供的联络方
式联系所有的入围获奖者。凡因任何原因而无法联系上的入围获奖者，主办单
位将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前三名大奖得主或安慰奖得主也有机会赢得首 50 名符合“参赛方式与条款”的
参与奖。
所有的现金奖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上银行转帐方式转发给获奖者。在这以
前，主办单位会先审查获奖者所提供的银行帐户详情。有关银行转账收据副本
将发送至获奖者以作为交易通知。
所有非现金奖品将在主办单位宣布获奖名单后开始计算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
寄的方式送给获奖者。
主办单位不负起所有因遗失或无法递送奖金或奖品所引起的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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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参赛条件附表与参赛条件一并阅读，网址为 https://www.dearnestle.com.my/event-andhappening/Peraduan-MAGGI-WOK_Bersamamu ，统称为“条款和条件”，并对所有参加本竞赛的参赛者
（以下简称“参赛者”，“您”，“您们”，“您的”）具有约束力。

通过参加竞赛，您已经阅读并同意条款和条件以及对隐私声明中个人信息的处理。
客服热线: 1800 88 3433.
-------------------------------------------------------------------------------------------------------------------------参赛条件
1.
1.1

简介
本参赛条件应与参赛条件附表一并阅读。如果这些参赛条件与参赛条件附表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则以参
赛条件附表为准。参赛条件和参赛条件附表统称为“条款和条件”。此处未另行定义的每个大写术语应具
有参赛条件附表中该术语的含义。定义的术语视情况而定可以单数或复数形式使用。

1.2

主办单位保留随时自行决定更改以下条款和条件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也不对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包
括更改竞赛期限，替换奖品，取消，终止或中止竞赛等。如果条款和条件有任何更改，参赛者同意继续参
加竞赛将构成他们接受条款和条件（更改）。

1.3

主办单位对与竞赛有关的所有事项（包括评选和获奖者）的决定将是最终决定，对所有参赛者都是有约束
力和决定性的，将不受理任何通信或上诉。

2.

竞赛报名

2.1

通过提交参赛作品，参赛者被视为已理解并同意受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2.2

参加竞赛所产生和/或引起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电信，网络，短信服务，邮政以及参赛者在
或期间可能产生的所有其他费用和与竞赛有关的自付费用应由参赛者承担。

2.3

参赛作品的提交证明不是接收证明，主办单位对提交的任何延误，遗失，损坏和/或未收到的作品概不负
责。主办单位不对任何错误，遗漏，中断，删除，缺陷，操作或传输延迟，通信线路故障，盗窃或破坏，
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更改用户或会员通信，或任何我们的电信网络或线路的问题或技术故障，计算机在线系
统，服务器或提供商，计算机设备，软件，电子邮件或播放器因技术问题或网络拥堵而出现的故障负责。

3.

参赛资格

3.1

如果参赛者未满参赛条件中所规定的十八（18）岁，则参赛者必须在参加这项竞赛与提交任何个人信息之
前取得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以主办单位规定的形式）。

3.2

对于未满十八（18）岁的参赛者，提供参加竞赛的资格证明，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文件以及父母或法定
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4.

不符合参赛资格

以下人士不符合参赛资格：
（a）主办单位的员工（包括关联和相关的公司）及他们的直属家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
偶）；及/或
（b）主办单位的代表、员工及/或广告代理及/或促销服务协调人员（包括关联和相关的公司）及他们的
直属家人（孩子、父母、兄弟姐妹及他们的配偶）。

5.

取消资格

5.1

以下参赛作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a）不清楚，不完整，重复，副本，参赛作品模糊或不正确；和/或
（b）违反竞赛条款和条件，任何适用法律和/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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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此外，主办单位保留取消任何符合以下条件的参加者的权利：
（a）通过欺诈，企图欺诈或欺骗破坏，曾经或试图破坏竞赛的运作；和/或
（b）没有资格或无法在主办单位要求进行验证时提供参加竞赛的资格证明。

5.3

如果在授予奖项后取消资格，主办单位保留要求被取消资格的参赛者返还奖品或支付其价值的权利。

6.
6.1

奖品
对于在任何方面均未按照奖品领取日期或运送日期领取奖品的参赛者，主办单位，其代理商，赞助商和代
表概不承担负责。主办单位将保留决定如何处理未被领取的奖品的权利。

6.2

参赛者不得以主办单位未指定的其他任何形式或方式转让，分配，交换或兑换奖品。

6.3

所有与奖品有关却未在《参赛条件附表》中特别说明的任何额外费用，将由获奖者承担。

6.4

所有奖品必须按照主办单位，其代理商、赞助商或提供奖品的第三方的条款和条件获得。

6.5

奖品是按“原样”分发的。奖品的使用风险将完全由参赛者承担，主办单位将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排
除与奖品有关的所有保证和责任。

6.6

除非主办单位规定其他领取奖品的方式，否则获奖者必须亲自领取。

7.

宣传
主办单位可无限制地使用参赛者参赛作品，包括照片、图纸、文字和为竞赛目的提交的任何内容或信息
（统称为"竞赛材料"），以及参赛者的姓名和/或类似咨询，为主办单位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无报酬地在
世界各地制作广告、进行宣传和推广。如果主办单位提出要求，参赛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这项工
作。

8.

知识所属权

参赛者同意所提交、创造或制作的任何内容和/或材料以及由此竞赛而产生的任何衍生作品的所有知识产
权将永久和无条件地归主办单位所有。主办单位有权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使用和修改此类材料或作
品，而参与者则放弃他或她在此类材料或作品中可能拥有的所有权利。
9.

保障
每位参赛者同意对主办单位、其控股、子公司或如同 2016 年《马来西亚公司法》中定义的关联公司（"马
来西亚雀巢集团"）、其董事、官员、员工、代理人、发起人和/或代表进行赔偿、释放以及对情况如：因
参赛者参加竞赛、接受任何奖品和/或使用参赛者的参赛作品和/或与竞赛或违反条款和条件相关的任何和
所有损失、权利、索赔、诉讼和损害（包括特殊、间接和间接损害）保持无害。

10.

赔偿责任限制

10.1

参赛者参加竞赛的风险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10.2

主办单位、马来西亚雀巢集团、其董事、高级职员、员工、代理人、赞助商和/或代表对任何参赛者遭受
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包括但不限于间接损失，或参赛者因为参加竞赛或竞赛引起的事、以及兑换
和/或利用任何奖品而导致或遭受到人身伤害。

11.

总体

11.1

主办单位、其代理人、赞助商和/或代表在因无法控制的情况而无法履行对竞赛以及条款和条件的任何义
务时，概不负责，且不承担以任何方式向参赛者提供赔偿的责任。

11.2

任何与本竞赛相关的材料（包括营销和宣传材料）中使用的任何名称、商标或徽标，尤其是与奖品相关的
名称、商标或徽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产权。本竞赛及主办单位与有关业主无关联、也并非被拥护或赞
助，除非另有沟通，且该等业主并非主办单位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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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参赛者无权转让此竞赛的任何权利或分包任何义务。主办单位有权将本所决定的全部或任何权利转让给任
何第三方。

11.4

在此参赛条件下的任何无效性、非法性或不可强制执行性条款不得影响或损害竞赛条款和条件其余部分的
继续有效。

11.5

此竞赛条款和条件以英语和任何其他语言编写，如果英语与其他语言之间有任何不一致，则以英语版本为
准，并在所有方面均受其管辖。

11.6

竞赛条款和条件应按照马来西亚法律进行解释、治理和解释。

12.

隐私声明

12.1

通过参加 MAGGI （锅与您）WOK BERSAMAMU 2020 有奖竞赛 – MAGGI 专业在线烹饪竞赛 （"竞赛"），即
表示您同意 Nestlé Products Sdn. Bhd. 及其任何控股、子公司或在 2016 年《马来西亚公司法》中定义的关
联公司，（"马来西亚雀巢集团"）以及向我们提供行政和商业支持的服务提供商、代理商和承包商，并代
表我们行事（"授权第三方"）（统称为"主办单位"或"我们"）为竞赛目的处理您的参赛表格中所提供的个
人信息。这包括在您成为竞赛的获胜者或参加我们的活动时向公众披露您的姓名，如出于广告和宣传目的
而发布您的姓名、视频、照片和其他个人信息，并无需作任何赔偿。

12.2

主办单位也可能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联系目的和向您发送有关我们产品、服务、样品、任何促销、活动或
由主办单位主办的竞赛的营销和促销信息或材料。如果您同意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此目的，请在表格上注
明您的选择。

12.3

如果您同意共享并披露您打算向主办单位推荐的个人信息，您确认您已获得此人的同意，同意与我们分享
和披露他/她的个人信息，并同意我们与您联系。

12.4

对于未成年人或没有法律权利同意的代表人，您确认他们已指定您代表他们行事，并代表他们同意根据本
隐私声明处理其个人信息。

12.5

有时主办单位可能会保留授权的第三方来处理您的个人信息。根据合同，所有此类授权第三方均有义务采
取合理措施，确保信息安全，并且不得以此处所规定的任何方式以及我们在
http://www.nestle.com.my/info/privacy_policy 隐私政策中规定的其他方式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12.6

主办单位是一家全球性公司，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跨境传输。主办单位将确保您的数据传输到别国家或地
区时，制定了类似或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如同我们在 http://www.nestle.com.my/info/privacy_policy 隐
私政策中所述。

12.7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您有权请求访问、索取副本、请求更新或更正我们所持有您的个人信息。
您的所有请求或查询都应发送给：
联络：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Officer
•
地址：Nestlé Products Sdn. Bhd., 22-1, 22nd Floor, Menara Surian, No. 1, Jalan PJU 7/3, Mutiara Damansara
478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或者
•
网络格式: https://www.nestle.com.my/contactus.
•
客服热线: 1-800-88-3433.

12.8

主办单位需要您的个人信息才能够帮您办理参赛程序，若没有这些相关信息，我们将无法帮你处理参赛手
续。

12.9

有关我们隐私惯例的更详细说明，请参阅我们的隐私政策，http://www.nestle.com.my/info/privacy_policy
。我们保留不时更新和修改本隐私声明或隐私政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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