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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促销条款和条件 

埃尔登环 6/27 

 

无需购买即可进入或获胜。购买不会增加获胜的机会。禁止的地方无效。适用当地法律法规。 

获奖者须公开。 

 

通过参加，参与者无条件地接受这些官方规则和赞助商（或其授权代表）的决定，这些规则和决定是最终的，

并且对与本次促销有关的所有事项具有约束力。 

1. 赞助商 

 

本次促销活动的赞助商和组织者是英特尔公司，地址为 2200 Mission College Blvd., Santa Clara, CA 95052-

8119（“赞助商”包括其授权代表）。 

 

赞助商为参与者提供赢得下文[第 6 节]中所述奖项的机会（“奖项”）。请阅读这些条款和条件并保留一份副

本以供参考。在参与[根据第 4 节]，提供姓名、地址、居住国家并选中“我已阅读并接受这些条款和条件”复

选框时，参与者同意受这些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2. 资格 

 

A. 有两个事件（内容创建者和内容投票者）  

 

o 内容 创建者 向年满 18 周岁的参与者开放，在推广期内的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其法定监护人或

代表的同意或许可，并且合法居住在美国（美国 50 国、哥伦比亚特区）、英国（英格兰、威

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印度、台湾、韩国、瑞典、

挪威、丹麦、泰国、西班牙、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土耳其、日本、瑞士、荷兰、奥地

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 

 

o 内容 选民 向年满 18 周岁的参与者开放，在推广期内的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其法定监护人或代

表的同意或许可，并且合法居住在美国（美国 50 国、哥伦比亚特区）、英国（英格兰、威尔

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加拿大、澳大利亚（不包括新南威尔士州、 SA、ACT 和 NT）、

法国、德国、印度、台湾、韩国、瑞典、挪威、丹麦、泰国、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土耳

其、日本、瑞士和捷克共和国。波兰。 

 

B. 赞助商及其母公司、附属公司、子公司、分销商、广告和促销机构以及履行机构的员工和直系亲属不符合

资格。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和/或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 

 

C. 参与者必须拥有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并负责更新电子邮件地址的任何更改。获奖者可能需要在首次尝试

通知之日起 10 天内签署并返回一份资格宣誓书、一份责任免责声明，以及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的一份宣

传免责声明。未能遵守此截止日期可能会导致失去获得奖励的权利。通过注册并接受此促销活动的条款和

条件，获胜者允许赞助商及其代理机构将其名字和/或肖像、传记材料和/或参赛作品（包括参赛作品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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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形式）用于广告和促销目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受地域或时间限制且无需额外补偿的任何媒体

中。有关赞助商与促销活动相关的信息收集做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英特尔隐私声明中的赞助商隐私政

策。 

 

D. 赞助商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和道德规则。参与者同意接受任何潜在的奖励不会违反其国家、

州或政府机构的任何法律、法规、政策或规则；并且任何潜在的奖励都不能换取影响最近、未决或预期的

行为或决定的协议，这些行为或决定可能导致赞助商获得或保留业务或业务优势。 

 

3. 促销期： 

 

赞助商时钟是促销活动的官方时钟（美国太平洋标准时间）。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在促销期间收到才有资格。下

面列出了这两个活动的国内时间： 

 

内容创建者：太平洋标准时间 2022 年 6 月 27 日上午 9：00 至 2022 年 7 月 27 日晚上 11：59（美国太平洋

标准时间） 

国家时间： 

2022年6月28日，上午12：00至2022年7月28日，下午2：59（台湾） 

 

内容投票者：太平洋标准时间 2022 年 7 月 3 日上午 9：00 至 2022 年 8 月 3 日晚上 11：59（美国太平洋标

准时间） 

国家时间： 

2022年7月4日，上午12：00至2022年8月4日，下午2：59（台湾） 

 

 

4. 如何参与 

一般参与 

参与者应通过提供在促销期间所需的信息提交参赛作品，网址为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

ng-epicmoments/  所需信息可能包括参与者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和/或居住国家/地区。所有参

赛作品必须在促销期间收到才有资格。 

 

A. 使用多个 IP、平台或设备参赛的参与者将被取消资格，任何奖励都将无效。 

 

B. 不接受张贴或评论证明作为参与证明。不接受不完整、非法、误导或在促销期外收到的参赛作品。 

 

C. 使用宏、机器人、脚本或其他形式自动参赛的参赛作品将被取消资格。参赛作品成为赞助商的财产，将不

予退还。不允许机械复制条目。对于丢失、迟到、残缺、误导、不完整、不准确或邮资到期的参赛作品，

赞助商概不负责。如果参与者的身份存在争议，奖项将授予媒体账户的“授权账户持有人”，定义为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分配媒体地址的自然人，在线服务提供者或其他组织（例如，企业、教育机构等）。 

 

D. 除使用标准互联网连接外，不得向参与者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ivacy/intel-privacy-notice.html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ng-epicmoments/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ng-epicmo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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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创作者指南： 在玩 Elden Ring 时捕捉你最好的史诗时刻，其中包含有意义的传说、奇幻角色和风景如画

的地形，你可以在其中发挥创意。在 Elden Ring“Epic Moments Challenge”中突破极限。我们希望看到您

在穿越土地之间时捕捉到最好的时刻，并在30-60秒内探索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让您的时刻令人印象深刻，以

便观众对您的内容进行投票！ 

 

内容创建者规则： 您可以提交直播或上传的 YouTube 视频中的精彩瞬间，但该内容必须在整个推广期内可

用。您可以提交任意数量的不同视频。在创作者推广中，您只能赢取一次。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creat

ors@vetch.tv 
 

提交内容将由赞助商审核团队进行检查，并且必须符合以下审批标准：   

 

内容创作者提交 必须：  

• 长度小于 60 秒。 

• 遵守平台的相关服务条款和社区准则。 

• 获得作为提交内容（如有）一部分的视频或照片中出现的所有个人的许可，以使用其姓名和肖像并授

予此处规定的权利。 

• 归参赛者所有或以其他方式拥有提供您的提交内容所需的所有权利，并授予本官方规则中描述的权

利。（没有版权背景音乐或叠加内容等） 

• 公开，仅订阅者视频点播不会获得批准。 

 

内容创建者提交 的内容不得： 

•      不必要的暴力。推广的重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能，而不是暴力血腥。 

• 包含违反或侵犯他人权利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侵犯隐私、宣传或知识产权。  

• 包含课程语言（包括游戏内对话）、仇恨或煽动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政治言

论）、裸露、自我毁灭行为或引用英特尔以外的品牌名称。 

• 包含任何病毒、蠕虫、间谍软件或其他恶意、欺骗性或旨在限制或损害计算机功能的组件或指令。  

• 诽谤、代表或包含有关管理员、赞助商或其产品或服务，或其他人、产品或公司的诽谤、代表或包含

诽谤性言论。 

• 以任何方式违反任何适用的联邦、州或地方法律或法规。 

• 包含不适当、不雅、淫秽、仇恨、侵权、诽谤、诽谤或诽谤的材料。  

• 色情或挑逗、亵渎或色情。 

• 宣传酒精、非法毒品、烟草、枪支/武器（或使用上述任何一种）、任何看似不安全或危险的活动或任

何政治议程或信息。 

• 包含宣扬对任何群体或个人的偏见、种族主义、仇恨或伤害，或宣扬基于种族、性别、宗教、国籍、

残疾、性取向或年龄的歧视的材料。 

• 传达与赞助商希望关联的积极信息和善意不一致的消息或图像 

 
 

内容投票者参与： 参与者将显示一个可用内容网格，以供查看和投票。参与者可以根据需要多次投票，但

是，仅提交前5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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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获胜者选择和通知 

 

获奖者将被授予在参赛或接受奖励时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邮寄地址。参与者有责任在促销期间通知赞助商更

改电子邮件地址。退回任何无法送达的奖励通知可能会导致取消资格或丧失获得奖励和选择替代获奖者的权

利。  

 

在通知后的10天内，获奖者可能需要提供其电话号码，送货地址，国家，年龄和/或资格证明。如果主办方在

此时间范围内未收到所需信息，主办方保留 取消奖励权利的权利。如果提供的获奖者信息与实际收件人身份

不符，赞助商概不负责，因为物品可能会在运输或海关中被拒绝或延迟。 

 

被选为获胜者的美国居民可能有责任提供 W-9 用于纳税申报。如果任何日历年收到的奖励的累计价值超过 59

9.00 美元，则需要报税。信息将根据赞助商的隐私规则安全地保留，并仅用于法律要求的税务报告。 

 

内容创建者：获胜者将根据最高的总投票累积量选出，并在 2022 年 8 月 27 日当天或之后通过电子邮件通

知。 

 

内容投票者： 

获胜者将从随机抽签中选出，由随机系统执行，并在赞助商所在地进行。获奖者将被授予在参赛或接受奖励时

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邮寄地址，2022 年 9 月 3 日当天或之后。内容投票者在推广期内只能赢得一次。  

位于波兰的内容投票者将根据收到赞助商后的时间/日期戳，通过最早提交来选择。每个投票期的前20

个独特的个人参与者选民提交的内容应有资格获得奖励。（5） 投票期为  

1. 2022年7月4日中午12：00 – 2022年7月10日晚上11：59（波兰） 

2. 2022年7月11日，下午12：00 – 2022年7月17日，下午11：59（波兰）  

3. 2022年7月18日，下午12：00 – 2022年7月24日，下午11：59（波兰）   

4. 2022年7月25日，下午12：00 – 2022年7月31日，下午11：59（波兰）   

5. 2022年8月1日中午12：00 – 2022年8月4日上午8：59（波兰）   

 

6. 奖项： 

 

内容创建者：根据最高的总投票累积量，将有三名获胜者。 

奖项包括： 

(1) 1st Place （最多票数） 华硕 ROG Strix Scar Intel Alder Lake-HX CPU （ARV $3，499 USD） 

(2) （第2
和第

3名最多票）华硕ROG Strix Scar 17（ARV $ 2，499美元） 

内容投票者：  

(1) 华硕 ROG 思瑞克斯疤痕英特尔桤木湖-HX CPU （ARV $3，499 美元） 

在波兰不可用 

(100） 绿人博彩礼品卡 （ARV $10 美元）  

仅在波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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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所有奖励均不可转让，且不可兑换现金或任何其他奖励 

 

B. 所示奖励金额为最高金额。如果奖励的市场或商业价值与此最高金额不同，获胜者将不会就差额获得额外

补偿。 

 

C. 该奖项视情况而定。万一提供的原始奖励不再可用，赞助商保留用同等或更高价值的替代奖励替换奖励的

权利。 

 

D. 奖励仅包括特别列出的那些项目。 

 

E. 主办方应仅公布获奖者的姓名和国家/地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参与者可以在促销期间通过https://ga

me.info.intel.com/winner-request-page联系@intelgaming 要求在获胜的情况下不公布他们的姓名和

国家/地区。 

 

 

7. 责任限制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主办方及其关联公司、员工、管理人员、董事、代理人和代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对

获胜者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承担与此相关的损失、损害、伤害或死亡的责任推广参与（包括奖励接受或使

用）。 

 

参与者的法定权利不受影响。这些条款和条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主办方对其疏忽造成的死亡

或参与者伤害或法律不得排除或限制责任的任何其他事项的责任。 

 

 

8. 一般的 

 

A. 赞助商在与促销活动相关的所有事项上的决定是最终的且具有法律约束力，不会再进行任何通信。 

 

B. 所提供的参与要求应按照所述纳入这些现有条款和条件。如有任何冲突或不一致（包括广告或促销材

料），以本条款和条件为准。如果条款和条件（或促销活动）的任何规定在司法程序中被认定为非法或不

可执行，则该规定应被分割并无效，并且条款和条件（或促销）的其余部分应保持有效和约束力。如果条

款和条件（或促销活动）的任何规定在司法程序中被认定为非法或不可执行，则该规定应被分割并无效，

并且条款和条件（或促销）的其余部分应保持有效和约束力。 

 

C. 主办方保留取消或取消其认为违反本条款和条件或促销精神的参赛作品或参与者的资格的权利。任何试图

规避的参与者将被取消资格，任何奖励都将无效。将通知受本条款影响的参与者。 

 

https://game.info.intel.com/winner-request-page
https://game.info.intel.com/winner-request-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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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赞助商将取消参赛者的资格，并且不会容忍参赛者在促销期间通过任何媒体渠道发布对英特尔的其他参赛

者和追随者或直接针对赞助商或关联公司的欺凌、恶意或不安的帖子。 

 

E.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无法按计划进行这些促销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由于计算机病毒感染、篡改、未经授权的

干预、欺诈或超出赞助商合理控制的任何其他原因而导致的腐败或影响促销活动的管理、安全、公平、完

整性或适当进行，赞助商保留取消、终止、修改或暂停促销活动并在取消/暂停日期之前选择上述获奖者

的权利。此类行动的通知将在促销网站上提供。 

 

F. 主办方不对由于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原因未能履行其与本次促销活动相关的义务而承担任何责任。此类

情况应包括但不限于 COVID-19 大流行、天气状况、机械问题、飞机改道或其他操作事件、火灾、洪水、

飓风、罢工、劳资纠纷、战争、敌对行动、政治动荡、骚乱、内乱、不可避免的事故、后续立法或任何其

他构成不可抗力的情况。 

 

G. 对于因技术原因或其他原因而延迟、不完整或丢失的参赛作品，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

围内，赞助商进一步对可能导致获奖者通知或奖励中断的系统错误或其他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 

 

H. 对于因电子传输错误而导致的遗漏、中断、删除、缺陷、操作或传输延迟、盗窃或破坏或未经授权访问或

更改参赛材料，或技术、网络、电话设备、电子、计算机、任何类型的硬件或软件故障或限制，或由于技

术问题或互联网或任何网站上的技术问题或任何网站上的流量拥塞或其任何组合而导致主办方或演示者传

输不准确或未能接收到参赛信息。如果根据上述规定提前终止促销活动，赞助商保留从截至终止日期收到

的符合条件的参赛作品中选择获胜者的权利。赞助商进一步保留取消任何篡改参赛程序的个人资格的权

利。警告：任何故意破坏任何网站或破坏促销活动合法运作的企图均违反刑法和民法。如果发生此类尝

试，赞助商保留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寻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I. 此促销活动可能会在多个媒体网站、社交媒体网站和电子邮件通信中共享，但只有一个奖池。 

 

J. 参与者有责任在参加促销活动和/或接受任何奖励时提供正确的当前个人信息。对于参与者或获奖者未能

提供影响任何奖项的接受和/或交付的准确信息，主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K. 获胜者有责任在法律要求的情况下通知本国政府的相关税务部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赞助商及其子公

司对与本次促销活动中获得的奖励相关的税收或任何其他费用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L.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促销活动以及这些条款和条件的应用和解释应受美国法律管辖，参与者应服从

美国法院  的适当州和联邦管辖权。这些条款和条件（或促销）以及赞助商提供的任何信息或通知均为英

文。这些条款和条件（或促销）或其他信息或通知的任何翻译仅为您的方便而提供，可能无法准确代表原

始英文信息。如果出现任何不一致之处，除非法律禁止，否则应以本条款和条件（或促销）的英文版本或

其他信息或通知为准 

 

 

 



 
 

7 
 

9. 数据保护 

 

在促销期间提供的参与者数据（姓名、国家、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用于参与目的的社交媒体地址）和其

他被视为特定于本促销活动执行和管理的信息将根据这些条款和条件以及赞助商的隐私政策，可能会传递给第

三方供应商，仅用于履行和交付奖励。赞助商隐私政策：英特尔隐私声明 

 

赞助商应是与参与促销活动相关的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控制者。对于促销活动的表现，获奖者的以下数据 

只会收集和处理：姓名、送货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参与者的个人数据”）。参与者的个人数据

将保存在美国，并将仅用于促销管理目的。 

 

 

有关促销的问题，请联系英特尔@intelgaming或参考促销页面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n

g-epicmoments/   

 

© 英特尔公司。英特尔、英特尔徽标和其他英特尔标志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的商标。其他名称和品牌可

能会被视为他人的财产。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privacy/intel-privacy-notice.html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ng-epicmoments/
https://game.intel.com/giveaway/eldenring-epicmo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