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春魅套票 

 
條款及細則 

 
一般條款 

1. 套票須於入住日期前至少 48 小時預訂。 

2. 如未能在入住日期前 48 小時做出修改或取消，酒店將於信用卡扣除全部套票費用另加服務費及政府稅

作為取消預訂費用。缺席之預訂將從資料中的信用卡收取全部套票費用及稅款。 

3. 套票收費以澳門幣或港幣計算，每房另加收 5%政府稅及 10%服務費。 

4. 在確認預訂以後，賓客如需增加入住天數，將因應入住率並以酒店之『彈性房價』計算其後的房費。 

5. 各種套票優惠內容在住宿期間只能兌現一次。 

6. 兩晚或三晚之住宿是以預訂每一個套票之連續住宿為準，並不包括購買多個套票之總住宿晚數。 

7. 未用之套票優惠不能退款或退還，不論是部份或者全部。 

8. 早餐及午餐恕不接受訂座，以先到先得為準。 

9.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每位每晚付澳門幣/港幣 250；及 13 歲或以上之成人每位每晚付澳門幣/港幣 350，此

費用包含： 

a. 每日於精選餐廳享用早餐或午餐  

b. 入住一晚，精選休閒娛樂 7 選 1：單程澳門至香港金光飛航標準艙船票或貢多拉之旅或歷險 Q 立方

/ Q 立方王國兒童地帶或水世界或巴黎鐵塔或冒險王國入場券或「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

對」 

c. 入住兩晚，精選休閒娛樂 3 選 1：「西遊記」門票或下午茶精選或「夢幻巴黎」門票 

10. 每間客房/套房之最多入住賓客數量如下： 

酒店 最多入住賓客數量 

澳門威尼斯人 每間套房最多可入住四位賓客。 

澳門巴黎人 每間客房最多可入住三位賓客。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每間客房最多可入住三位賓客； 

雙床房恕未能加床。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每間客房最多可入住三位賓客； 

雙床房恕未能加床。 

澳門金沙 每間套房最多可入住四位賓客。 

11. 客房升級(澳門威尼斯人路氹景觀豪華套房、澳門巴黎人艾菲爾客房、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豪華

套房、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豪華客房、澳門金沙行政套房)須視乎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12. 入住房間之賓客必須至少有 1 人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人仕。 

13. 此套票之條款、細則及合法性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 

14. 在購買此套票所需提供的個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郵箱、電話號碼以及其他相關信息等)視為本次活

動及直訂閱(新聞、推廣及其他)所需，以改進數據庫市場細分、制定個人化市場推廣、開展顧客消費行

為研究、進行統計性及滿意度的調查。參與本次活動的同時您隨即授權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VML」)、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VCL」)及東方威尼斯人有限公司(「VOL」)自動或手動收集、

使用、儲存和處理您提交的任何個人信息或任何與您購買此套票有關的信息(以下簡稱「信息」)，目的

為上文所提到。另外，您也隨即授權「VML」、「VCL」及「VOL」在保密條件下與美國拉斯維加斯金

沙集團(「LVSC」)、香港金沙中國有限公司(「SCL」)以及新加坡濱海灣金沙(「MBS」 )以及其他任何子

公司(共同署名「金沙」)、任何與金沙簽署了書面保密協議的第三方服務供貨商共享您的個人信息，目

的同為上文所及。此目的是為了保證您的信息始終如一。您認可所授權之數據會產生國際間個人信息的

傳輸，「VML」、「VCL」、「VOL」、「LVSC」、「SCL」、「MBS」以及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所適用的



不同的法律法規會有不同的個人信息保密法規和保護措施。你有權查看您的個人信息、索取有關數據存

儲及處理的附加信息、要求任何必要的附件，並由此撤回您的許可。您可以通過郵寄信函到澳門氹仔望

德聖母灣大馬路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二層行政辦公室或者通過發送郵件至 privacy@sands.com.mo來

退訂我們的訂閱。活動期間，您的個人信息會被保存，作為市場推廣所需，您授權並承認「VML」、

「VCL」及「VOL」是本次套票的操作方的特許協議是有效的。 

15. 購買者須同意列於 http://www.venetianmacao.com/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的個人私隱條款。 

16. 每位購買者皆同意永久免除「VML」、「VCL」及「VOL」及其一切與本次套票相關的公司之一切責任，

包括並不限於任何關於遞交申請表、選購程序、購買套票、使用個人資料、及/或使用參加者姓名、及/

或與是次套票或任何媒體的宣傳推廣有連繫的現有或尚未發現的媒體中引致的口頭誹謗、書面誹謗、詆

毀、侵犯私隱、公眾利益、個人及/ 或公民權利、錯誤引述、故意導致精神痛苦、侵犯版權,及/或任何

引致的侵權行為及/或損害。 

17.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澳門金沙、

「VML」、「VCL」及「VOL」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條款而毋須另行通知之權利。 

18. 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19.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澳門金沙、

「VML」、「VCL」及「VOL」將保留所有爭議之最終決定權。 

20. 其他條款及細則適用。 

 
金光飛航 

1. 賓客需於入住期間前往酒店大堂禮賓部、金光旅遊或當天指定地點換領船票。  

2. 只限於換領由澳門氹仔至香港之金光飛航標準艙船票。 

3. 船票需於退房前換領，所換領船票需於 7 天之內使用。 

4. 換領免費的金光飛航船票優惠不設任何預留服務，船票之航班時間及座位供應將根據當天情況而定。  

5. 船票一經發出，不設更改或退票。 

6.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澳門金沙、

「VML」、「VCL」及「VOL」一概不負責任何遺失、失竊或損壞之船票。 

7. 本酒店概不負責退回全部或部份所有預先自費購買或免費的金光飛航或其他船公司之船票之費用。 

8. 詳情請瀏覽 www.cotaiwaterjet.com 以瞭解最新的船班資訊及尾班船時間。 

9. 如欲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香港 : +852 2359 9990 澳門 : +853 2885 0595。 

 

金光飛航 – 由澳門至香港國際機場 

1. 換領由澳門氹仔至香港國際機場之金光飛航船票必須注意以下各點： 

a. 需不少於飛機啟航前 6 小時換取船票。 

b. 乘客必須持有有效旅遊證件(有效期不少於六個月)。 

c. 乘客必須持有目的地有效簽證和已被航空公司確認的機票。 

d. 航班啟航前最少 60 分鐘抵達氹仔客運碼頭，以辦理登記及行李托運手續。 

e. 乘客必須預留 120 分鐘於香港國際機場辦理中轉、登記及保安檢查手續。 

f. 其他條款及細則適用。 

 
  

http://www.cotaiwaterjet.com/


澳門威尼斯人 – 貢多拉之旅 

1. 貢多拉之旅船票可於貢多拉禮品及售票廊換領 (地點：馬可孛羅運河 891 舖及大運河 832 舖)；營業時間：

早上 11 時至晚上 10 時。 

2. 船票只限於出售票當天使用。 

3. 船票不設退換及不可轉讓。 

4. 最後班次於運河關閉前 30 分鐘截止。若當天班次名額已滿，即停止換領船票。 

5. 標準貢多拉船可供 6 位乘客共享。 

6. 船程：約 12 分鐘。 

 

澳門巴黎人 – 巴黎鐵塔觀景台 

1. 巴黎鐵塔門票可在 6 樓票務處換取，請經由 5 樓巴黎鐵塔 550 號舖到 6 樓票務處。營業時間：早上 11

時至晚上 11 時。(最後入場時間為關閉前 30 分鐘) 

2. 門票只限於出售當日及翌日有效。 

3. 門票退換僅限於巴黎鐵塔特殊情況之停運。 

4. 所有持票人受進場有關之條款約束。在惡劣天氣情況下，巴黎鐵塔將不會開放。 

5.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澳門金沙、

「VML」、「VCL」及「VOL」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有關之條款而毋須另行通知之權利。 

 
澳門巴黎人 – 水世界 

1. 水世界門票可於澳門巴黎人 6 樓換領；營業時間：早上 10 時至晚上 6 時。 

2. 門票只限於出售票當天使用。 

3. 所有持票人受進場有關之條款約束。在惡劣天氣情況下，水世界將不會開放。 

4. 14 歲或以下之小童必須有 18 歲或以上人仕 (家長或監護人) 陪同。 

5. 身高 1.4 米或以下之兒童必須時刻穿著游泳手袖或救生衣。 

6. 門票不設退換及不可轉讓。退換僅限於水世界特殊情況之停運，屆時酒店套票賓客可選擇套票內之指定

項目。 

7. 不適用日期：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澳門威尼斯人 – 歷險 Q 立方 及 澳門巴黎人 – Q 立方王國兒童地帶 

1. 歷險 Q 立方 /Q 立方王國兒童地帶只適用於 1 至 17 歲小童。 

2. 6 歲或以下之小童必須有 18 歲或以上人仕 (家長或監護人) 陪同。 

3. 賓客必須出示酒店入住證或入場券方可進入歷險 Q 立方/Q 立方王國兒童地帶。 

4.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5. 酒店套票內容如未使用或已逾期，均不可獲得退還或退款。 

 
澳門金沙城中心 – Planet J 冒險王國  

1. 每套票包含雙人入場及虛擬實景遊戲。 

2. 賓客需出示最少兩本酒店入住證或兩張入場換票券方可進入 Planet J 冒險王國。 

3. Planet J 冒險王國位於金光大道金沙城中心 3 樓 3009 舖。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早上 10 時至晚上 8

時；星期六及公眾假期：早上 9 時 30 分至晚上 8 時 30 分；星期日：早上時至晚上 8 時 (最後入場為關

店前一小時)。 

4. 此套票無法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5. 保留隨時更改開放時間而毋須另行通知之權利。 

  



「貴賓尊享」小冊子 

1. 每套票可享貴賓尊享優惠小冊子一本並視乎供應情況而定。 

2. 不論是否具有購買證明，若遺失優惠小冊子，均不可獲得補發或退款。 

3. 優惠小冊子如未使用或已逾期，均不可獲得退還或退款。  

4. 優惠小冊子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澳門金沙城中心 – 「西遊記」表演 

1. 本套票包含的「西遊記」門票只適用於抵達翌日晚上 8 時之表演，日期不可以更改。 

2. 「西遊記」表演逢星期四休演。 

3. 如抵達翌日為星期四(休演日)，套票之賓客可享受星期三晚上 8 時之表演。 
4. 套票包括兩張門票，門票類別如下： 

酒店 門票類別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A 區門票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金沙 B 區門票 

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C 區門票 

5. 門票供應先到先得，並以特定套票分配特定區域，恕不接受訂位。 

6. 套票賓客需親身前往指定售票處並憑酒店房卡或酒店入住證於以下地點換領門票： 

酒店賓客 換領門票地點 換領方法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綜藝館售票處或 

酒店東門大堂售票處 

出示酒店入住證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售票處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金沙城中心售票處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售票處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康萊德酒店禮賓部 出示酒店房卡 

7. 套票門票均沒有現金價值，不能退款、轉讓及取消。 

8. 如賓客沒有出席將被視為放棄觀賞表演，賓客無權追討任何付款或賠償。 

9. 額外的「西遊記」門票以正價出售。 

10. 所有「西遊記」門票銷售條款及細則適用。 

 

 

 

 

 

 

 

 

 

  



澳門巴黎人 – 「夢幻巴黎」表演  

1. 「夢幻巴黎」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 17 日於巴黎人劇場表演。 

2. 本套票包含的「夢幻巴黎」門票只適用於抵達翌日的以下表演時間使用，日期不可以更改。 

o 逢星期二至星期六晚上 8 時 

o 逢星期日下午 5 時 

3. 「夢幻巴黎」表演逢星期一休演。 

4. 如抵達翌日為星期一(休演日)，套票之賓客可享受星期日下午 5 時之表演。 

5. 套票包括兩張門票，門票類別如下： 

酒店 門票類別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A 區門票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金沙 B 區門票 

澳門巴黎人、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C 區門票 

6. 門票供應先到先得，並以特定套票分配特定區域，恕不接受訂位。 

7. 套票賓客需親身前往指定售票處並憑酒店房卡或酒店入住證於以下地點換領門票： 

酒店賓客 換領門票地點 換領方法 

澳門威尼斯人 
金 光 綜 藝 館 售 票 處 或 

酒店東門大堂售票處 

出示酒店入住證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售票處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金沙城中心售票處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售票處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康萊德酒店禮賓部 出示酒店房卡 

8. 表演不適宜未滿十三歲的賓客觀看。 

9. 套票門票均沒有現金價值，不能退款、轉讓及取消。 

10. 如賓客沒有出席將被視為放棄觀賞表演，賓客無權追討任何付款或賠償。 

11. 額外的「夢幻巴黎」門票以正價出售。 

12. 所有「夢幻巴黎」門票銷售條款及細則適用。 

 

下午茶精選 

1. 下午茶精選詳情如下： 

下午茶類別 地點 時間 預訂方式 

意式經典下午茶 碧濤意國漁鄉 
每天下午 3 時

至下午 6 時 
致電+853 8118 9950 或電郵至

Portofino.Reservation@sands.com.mo 

法式典雅下午茶 巴黎人法式餐廳 

每天下午 3 時

至下午 5 時 30

分 

致電+853 8111 9200 或電郵至

Brasserie.Reservation@sands.com.mo 

假日酒店下午茶精選 假日酒店大堂酒廊 每天下午 3 時

至下午 6 時 
不需預訂 

康萊德酒店下午茶精選 康萊德酒店大堂酒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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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對」 

1. 「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對」於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於澳門金沙城中心四

樓，烏魯木齊宴會廳舉行。 

2. 本套票包含的「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對」門票只適用於抵達翌日的表演時間(即每天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使用，日期不可以更改。 

3. 套票包括兩張門票，門票供應先到先得，恕不接受訂位。 

4. 套票賓客需親身前往指定地點並憑酒店房卡或酒店入住證於以下地點換領門票： 

酒店賓客 換領門票地點 換領方法 

澳門威尼斯人 金沙城中心售票處 

只限於表演當天早上 10時至中午

12時前換領 

 
澳門金沙城中心四樓，烏魯木齊

宴會廳接待處 

只限於表演當天下午 3時後開始

換領 

出示酒店入住證 
澳門巴黎人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出示酒店房卡 

5. 套票門票均沒有現金價值，不能退款、轉讓及取消。 

6. 如賓客沒有出席將被視為放棄觀賞表演，賓客無權追討任何付款或賠償。 

7. 額外的「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對」門票以正價出售。 

8. 所有「Thomas & The Little Big Club 群星派對」門票銷售條款及細則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