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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時尚迎新禮遇 
條款及細則 

 

迎新禮遇詳情： 
工銀金沙時尚萬事達卡白金卡及世界卡之客戶於首 3 個月內消費到指定金額可尊享以下精彩的迎

新禮遇。上述指定時間為：澳門地區之申請人由啟卡/ 領卡當日起計之 3 個月內；香港地區之申請

人由新卡確認日起計之 3 個月內。每當達到指定之簽賬金額，金沙時尚將會發送迎新禮遇換領通

知至閣下所登記之電郵地址。 
 

迎新禮遇期限 (澳門地區申請人)：該迎新禮遇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內啟卡/領卡

之持卡人。 

 

首 3 個月內消費滿指定金額港元/澳門元 18,000 可獲取以下迎新禮遇： 

 可獲雙人金光飛航頭等艙港澳來回船票 (不適用於香港機場航線)。 

 可獲澳門元 300 元餐飲禮劵於澳門金沙度假區指定餐廳兌換。  

會員在首 3 個月內額外簽賬滿 港元/澳門元 30,000(共港元/澳門元 48,000)更可獲以下禮遇： 

 享澳門威尼斯人或澳門巴黎人免費酒店住宿一晚 (只適用於平日 – 星期日至星期四)。 
 

迎新禮遇電郵連同電子代碼及換領通知將在首 3 個月消費期完結後一星期內發送至會員所登記之

電郵地址裏；而相關之禮遇將根據會員在首 3 個月內消費滿指定金額而定。 

 
 

持卡人需符合以下條件，方可獲取上述之迎新禮遇： 

 持卡人必須為新申請持卡人，即由啟卡/領卡日起計，持卡人過去 12 個月內並未持有金沙時尚

萬事達卡； 

 金沙時尚萬事達卡主卡及附屬卡之持卡人均可享有此迎新禮遇； 

 持卡人必須在啟卡/領卡後三個月內提供電郵地址，方可享有上述之迎新禮遇，否則此禮遇將

被取消。 

 上述之迎新禮遇必須在收取迎新禮遇電郵通知後 3 個月內兌換： 

o 來回船票往返之船程於兌換日起計 45 天內有效 

o 餐飲禮劵於兌換日當天起計 7 天內必須使用 

o 酒店住宿必須在入住前至少 7 天進行酒店預訂並確定入住日期 

 迎新禮遇之電子代碼必須在收取迎新禮遇電郵通知後 3 個月內兌換，否則此禮遇將被取消。 

 

 

 

 

 

 

 

 

 

 

https://tc.sandslifestyle.com/earn-points/d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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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關各項上述迎新禮遇的條款細則請參閱如下： 

 

換領金光飛航船票條款細則 

持卡人需出示相關電郵通知、連同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及工銀金沙時尚萬事達卡於以下地點換領。 

 香港上環信德中心305D鋪  

 中國客運碼頭(香港九龍)金光飛航售票處(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1樓7號鋪) 

 澳門氹仔客運碼頭金光飛航售票處(碼頭二樓，1-12號櫃檯) 

 金光旅遊(澳門威尼斯人酒店3樓612號舖) 

 金光旅遊(澳門金沙城中心1030號鋪) 

 金光旅遊(澳門巴黎人107號鋪) 

 

1. 持卡人必須於收取電郵通知後3個月內兌換，並換領從兌換日起計45天之內出發之船票； 

2. 只適用於往返香港及澳門客運碼頭 (不適用於香港機場之航程)；  

3. 電子代碼只適用於換領金光飛航頭等艙船票； 

4. 該迎新禮遇之所有船票需於一次性換領，不能分開多次兌換； 

5. 需於航班出發前30分鐘於售票處以憑證兌換船票； 

6. 不可轉讓及退換，遺失或遭盜竊均不獲補發； 

7. 不可兌換為現金； 

8. 兌換船票後不可作出更改及取消； 

9. 船票換領將視乎兌換時座位供應情況而定； 

10. 指定航班及日子不適用，詳情需留意本公司發出之通知及網站詳情； 

11. 損壞及未有授權之船票均被視為無效； 

12. 所有服務皆受金光飛航 “乘客及行李運載條款”約束；  

13. 金光飛航有權限制船票兌換之數量 或終止服務而不需作另行通知； 

14. 金光飛航有限公司可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對換領船票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金光飛航客戶服務熱線：+852 2359 9990 (香港) / +853 2885 

0595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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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領餐飲禮劵條款細則 

持卡人需出示此電郵通知、連同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及工銀金沙時尚信用卡於以下地點換領。 

 

1. 餐飲禮劵需於收取電郵後 3 個月內兌換； 

2. 餐飲禮劵的有效期為兌換日起計的 7 天，且必須在其規定的有效日期或之前使用； 

3. 此餐飲換領劵不可作出轉讓、退款、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 

4. 兌換餐飲禮劵可前往以下之地點: 

 澳門威尼斯人臉譜街近店舖808號; 

 澳門巴黎人5樓近店舖517a號; 

 澳門金沙城中心 2 樓近店舖 2033 號 

5. 若遺失此劵，恕不補發及退款； 

6. 此券只可於以下餐廳或酒廊使用： 

 澳門金沙: 皎月食坊、888美食廣場、888自助餐 、金沙閣、高雅扒房、仙樂都酒廊 

 澳門威尼斯人: 渢竹自助餐、喜粵、帝王點心、赤龍麵館、碧濤意國漁多、北方館、皇雀

印度餐廳 

 澳門百利宮: 御品居 

 

 金沙城中心: 希雅度餐廳、常滿飯庄、北方館、南方小廚、好味館、翡翠拉麵小籠包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奧旋自助餐、朝、康萊德大堂酒廊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假日酒店大堂酒廊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 班妮意大利餐廳、盛宴、優閑、喜栢大堂酒廊、樂淘、桃

園 

 澳門巴黎人: 巴黎人自助餐、翡翠拉麵小籠包、色香味、巴黎人法式餐廳、御蓮宮、巴黎

軒、巴黎人池畔酒吧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雅舍、瑞吉吧、泳池酒吧 

7. 此優惠不能與其他推廣、折扣優惠、禮券及現金券同時使用； 

8. 消費若少於餐飲禮券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9. 如有任何爭議，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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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領酒店客房條款細則 

持卡人需致電金沙預訂熱線：+853 8111 3590 預訂澳門威尼斯人或澳門巴黎人酒店住宿 (只適用於

平日 – 星期日至星期四) ，請參閱以下詳情及細則： 

 

1. 免費酒店住宿必須於電郵發出後 3 個月內兌換並入住； 

2. 免費酒店住宿需至少入住前一星期進行預訂； 

3. 免費酒店住宿只適用於平日 – 星期日至星期四 

4. 客房供應需視乎情況而定，指定日子不適用； 

5. 免費酒店住宿預訂之確認信將經由電子郵件發送； 

6. 免費酒店住宿不得轉讓及退款； 

7. 如取消或未抵達均被視為放棄入住之權利，客人不能獲得任何酒店住宿之費用及賠償； 

8. 免費酒店住宿供應視乎情況而定，客人登記入住時必須出示預訂之確認信； 

9. 該免費酒店住宿已包含基本房價及稅項，額外費用將於退房時結算及收取； 

10. 免費酒店住宿按照基本單人或雙人房之人數標準，額外多出之同房客人須於預訂時另付加費

用； 

11. 免費酒店住宿預訂 (護照或身份證之登記姓名) 必須與金沙時尚所註冊之姓名相同。入住當天

請於 11:55pm 前進行入住登記，並必須出示閣下之金沙時尚萬事達卡； 

12. 免費酒店住宿不得出售及轉讓，如經發現出售或轉讓之情況，酒店方將收取房間之費用並按

酒店之最優惠房價計算； 

13. 免費酒店住宿入住、退房時間及特別要求需按當天供應情況而定； 

14. 若需提早退房，將不獲得退款，以及不被視為日後住宿/逗留之許可； 

15. 如欲延長住宿，客房將以酒店之最優惠房價計算並需視房間供應情況而定； 

16. 此迎新禮遇不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 

17. 參加者須知悉是次活動主辦單位的母公司為總部設於美國的 Las Vegas Sands Corporation 

(“LVSC”)，所有 LVSC 旗下經營的酒店法律上均禁止與美國財政部海 外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 特殊指定之國家和個人的制裁名單(包括恐怖分子 及跨國毒品和麻醉品的非法交

易者)( “OFAC 名單”)內的人或單位作任何商業交 易，以免 LVSC 及其子公司被裁定經此不

法途徑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詳細的 OFAC 名單可於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SDNList/Pages/default.aspx 瀏覽。 參加者必須確實

其身份於參加本活動時沒有被納入 OFAC 名單或任何類似受限名 單， 包括由其他國家政府根

據聯合國指引發出的區域性、國家性或金融制裁，澳門博彩監管協調局（DICJ）或內部禁止

名單。所有已被列入或在是次活動舉辦期間被列入此等名單者均不得參與此活動或將被取消

資格，主辦單位將保留不發出和 沒收獎品之權利。如參加者已被列入或在活動舉辦期間被列

入此等名單，參加者 需立即通知主辦單位。 

18. 此如有任何爭議，威尼斯人澳門有限公司可保留最終決定權； 

19. 如本條款細則存有差異，則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以下之交易不適用享有迎新禮遇及金沙時尚積分：現金透支、結餘轉戶、信用卡現金兌現金額/稅

務及私人貸款金額/商戶分期金額及其還款額、電子錢包增值/轉賬交易(包括但不限於 Alipay、

PayMe、Tap & Go 及 WeChat Pay)、捐款、購買賭場籌碼、博彩交易、未經許可的簽賬、所有繳費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SDNList/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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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包括但不限於繳付信用卡費用、分期還款計劃、各項財務收費、逾期手續費、所有賬戶服務

費、以個人網上銀行及自動櫃員機繳付保險費用或公共事務費用、繳交稅項、強積金供款；或發

卡銀行不時決定的交易類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