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金沙愛澳門」優惠（下稱「優惠」）有效期為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2019 年 6 月 6 日。

2.

凡持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之有效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或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澳門居民)( 下稱「澳門居民」) 均可享用此優惠。
享用優惠時必須出示有效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外地僱
員身份認別證正本，以供核對。

3.
4.

此優惠有可能會被更改，並不作另行通知。

5.
6.

此優惠不得兌換現金。優惠一經兌換，均不可取消或更改。
優惠門票均不可退款、轉讓或退換。

7.
8.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推廣優惠或現金券同時使用。
餐飲及水療服務必須提前預約，並視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9.

餐飲優惠以每筆交易及每桌計算。每桌最多可供 8 位賓客享用優惠。優惠只適用於食
品。
參加者禁止將此優惠（包括船票/娛樂門票/休閒設施/餐飲/會籍）轉售至第三方。違反此
條款的參加者將須支付相關優惠船票/娛樂門票/休閒設施/餐飲/會籍之全額；及今後將被
禁止參與將來的優惠活動。

10.

11.

12.

13.
14.

參加者將自行承擔所有有關接受及使用所獲優惠的風險。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代理、附屬機構、轄下機構、員工或代表人概不負責所有獎品之可售性、質量、性
能、版權、狀況、所有權，或特別用途之任何明確或默示的保證，及有關使用所獲優惠
而所引起之任何損失、傷害、支出費用、索償、故障或損毀等的責任。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層保留修訂任何條款或隨時終止推廣活動之所有權利，
並不作另行通知。倘有任何意見或爭論，則以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層的決策
為最終決定。
若違反此優惠條款及細則之規定，參加者將會喪失其兌換優惠的資格。
本次優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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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本次優惠及直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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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個人信息也有可
能被轉入我們的附屬公司 或者第三方服務供貨商(包括第三方市場推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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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本次優惠的同時您隨即授權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自動或手動收集、使用、儲存和
處理您提交的任何個人信息或任何與您參與此次有關的信息(以下簡稱「信息」),目的為
上文所提到。你同時也授權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及處理您於本次優惠中提交
的所有圖片及影音數據，目的用於集團廣告以及電子報、書刊、雜誌、臉書以及所屬或
管理之相關其他粉絲專頁。另外,您也隨即授權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在保密條件下
與美國拉斯韋加斯金沙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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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尼斯人澳門股
份有限公司、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金沙中國、濱海灣金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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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參與本次優惠期
間，為營銷目的，您的數據將於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VML」)為於澳門經營娛
15.

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轉批給合同之立約方之有效期間內予以保存。
參加者須同意列於 http://www.venetianmacao.com/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的個人

16.

私隱條款。
每位參加者皆同意永久免除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切與此優惠相關的公司之
一切責任,包括並不限於任何關於遞交申請表、參與投票/遴選程序、參加活動、使用個人
資料或錄像、及/或使用參加者姓名、聲音、及/或與是次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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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8.

益、個人及/ 或公民權利、錯誤引述、故意或過失導致精神痛苦、侵犯版權，及/或任何
引致的侵權行為及/或損害。
若本條款的中文及英文版之細則及內容存有差異，則一切以英文版本之條款及細則為
準。
若展示於金沙中國旗下物業之優惠內容及其條款及細則與其他宣傳廣告存有差異，則一
切以展示於金沙中國旗下物業之條款及細則為準。

餐飲
1. 優惠只適用於參與此推廣活動的指定餐廳。
2.
3.
4.
5.
6.

必須提前預約並視實際供應情況而定以享用此優惠。
優惠不適用於指定日子，詳情請向餐廳查詢。
優惠以每筆交易及每桌計算。每桌最多８位賓客。
優惠只適用於食物並不適用於任何飲品。
所有價格須另收加 10%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7. 威豐味: 優惠只適用於自助午餐及自助晚餐。
8. 龍皇: 優惠不適用於鮑魚、海參、魚翅、花膠、海鮮套餐及特價菜式。
9. 利苑: 消費滿澳門幣 1,000 元至澳門幣 19,999 元可享全單 8 折優惠; 消費滿澳門幣 20,000 元
或以上可享全單 9 折優惠
10. 麥當勞: 優惠不適用於玩具禮品。
11. 海王老記粥面菜館: 優惠不適用於海鮮、酒水、鮑魚、海參、魚翅及乾貨，以及酒水。
12. 天意坊: 優惠必須以現金結賬。優惠不適用於酒水、海鮮及特價菜式。
13. 456 新派滬菜及葦嘉勞意大利餐廳: 優惠不適用於 2019 年 5 月 12 日。
14. 班妮意大利餐廳、喜柏咖啡酒廊、盛宴國際風味自助餐、桃園、雅舍餐廳及瑞吉酒吧: 優
惠只適用於單點菜單及飲品，不適用於澳門幣 1,000 元或以上的飲品。

娛樂表演
1.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9 年 6 月 29 日舉行之“六福珠寶呈獻 薛家燕愛你無限 60 年演唱會 澳
門站”。
2. “六福珠寶呈獻 薛家燕愛你無限 60 年演唱會 澳門站”優惠門票須於 2019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6 日期間於金光票務售票處出示有效之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或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購買。
3. 每名澳門居民最多可購買 4 張優惠門票。
4.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門票價格，售完即止。
5. 進場時須出示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以
供核對，方可享用此門票優惠。
6.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並不適用於已購買的門票。
7. 金光票務保留對此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決定權。
健身會籍
1. 優惠會籍須受原健身會籍規定之所有細則及條款約束。
泊車服務
1. 優惠只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及澳門金沙城中心之自助泊車服務。
2. 自助泊車票必須在車輛離開前於停車場收費處進行驗證。
零售
1. 優惠不適用於煙草、黃金、化妝品和護膚品。
水療
1. 必須提前預約並視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2. 所有價格須另收加 5%政府稅項，並以原價計算。
3. 菩提水療及麗舍水療: 優惠只適用於單點水療及美髪服務。
4. 喜來登炫逸水療及銥瑞水療: 優惠只適用於單點水療服務。
休閑
1. 歷險 Q 立方、歷險 Q 立方 2 及 Q 立方王國: 優惠不適用於舉行生日派對。
船票
1. 凡持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出之有效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 澳門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外
地僱員身份認別證之澳門居民於金光飛航指定票務櫃檯購買市區航線標準艙及頭等艙，均
可享有七折優惠。
2. 此優惠只適用於購買金光飛航市區航線標準艙及頭等艙成人正價船票。
3. 此優惠適用於以下金光飛航市區航線：
 香港港澳碼頭往/返澳門氹仔客運碼頭
 香港中國客運碼頭往/返澳門氹仔客運碼頭

4. 合資格旅客每日最多只可購買一張單程或者一套來回優惠船票。
5. 優惠船票將列印上「金沙愛澳門」字樣，合資格旅客於碼頭入閘乘船時, 須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核對。若有不符，將會被拒絕入閘乘船。
6. 所有行程必須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或之前完成。
7. 優惠船票數量視乎座位供應狀況而定。
8. 船票一經發出，不得作任何更改、退票或退款。
9. 金光飛航將不會負責及補發任何遺失或被盜的船票。
10.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金光飛航保留在沒有預先通知下修改任何條款或隨時終
止該活動之所有權利。
11. 此優惠受金光飛航乘客及行李運載條款及細則約束。
12. 金光飛航保留對該活動的最終決定權。
13. 上述條款及細則中英文版本如有差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4. 優惠船票適用於以下金光飛航指定票務櫃檯購票。


香港
香港港澳碼頭（香港上環）
 金光飛航售票處 (香港上環信德中心三樓 305D 號鋪）
 金光旅遊（香港上環信德中心三樓 303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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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澳門
澳門氹仔客運碼頭，二樓
 金光飛航售票處（1-12 號櫃檯）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旅遊（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三樓 612 號鋪）
澳門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遊（澳門金沙廣場一樓 1030 號鋪）
澳門巴黎人
 金光旅遊（澳門巴黎人酒店一樓 107 號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