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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细则 

 

一般条款 

1. 下列套票（「套票」）适用于两位宾客同时入住及需视乎供应情况而定。  

• 澳门威尼斯人闺蜜之约住宿套票 

• 澳门巴黎人闺蜜之约住宿套票 

• 澳门伦敦人闺蜜之约住宿套票（澳门伦敦人酒店 或 澳门康莱德酒店） 

2. 上述套票宾客须於入住日期前 24小时作出修改或临时取消预订，否则酒店将于信用卡扣除全

数套票相关费用，作为修改或临时取消预订之费用。 

3. 所有预订均需按金或以有效信用卡担保如客人于清明节 (2022年4月3日至4日)，复活节 (2022年

4月15日至18日)，劳动节 (2022年4月30日至5月5日)，端午节 (2022年6月3日至4日)，中秋节 

(2022年9月9日至11日)，中国国庆日 (2022年10月1日至7日)，圣诞节 (2022年12月23日至27日) ，

除夕 (2022年12月30日至31日) ， 元旦(2023年1月1日至2日) ，农历新年(2023年1月21日至27日)

入住，预订需要在入住72小时前缴付所有房费连同服务费及政府税项。如未能在入住日期前72

小时做出修改或取消，将于信用卡扣除全数房租及另加服务费及政府税作为取消预订费用。

如客人缺席亦需缴付全部房费加上服务费及有关之政府税项。 

4. 套票以澳门币计算，并附加 10% 服务费及5%政府稅。 

* 2022年 8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免征5％的政府税 

5. 在确认预订以后，宾客如需增加入住天数，将因应入住率并以酒店之弹性房价计算其后的房

费。 

6. 入住房间之宾客必须至少有一位为年满 18 岁或以上的人仕。  

7. 所有宾客必须于入住时登记，并出示有效身份证、护照、旅行证件或为出入境管控的效力获

接纳的其他文件，以及出示证明在入住酒店的整个期间内均备有在澳门合法逗留的签证或其

他许可其在澳门合法逗留的凭证(如逗留许可凭条)。 

8. 各套票内容在住宿期间的兌现次数按每房每次入住而定。 

9. 住宿期间内未使用之套票内容将不能退款或退还。 

10. 任何13 岁或以上入住澳门威尼斯人，澳门巴黎人及澳门康莱德酒店指定房间之的额外宾客，

将收取每天澳门币 350 并附加 10% 服务费及5%政府稅。 

11. 任何13岁或以上入住澳门伦敦人酒店的额外宾客，将每天收取澳门币 900 并附加 10% 服务费

及5%政府稅。 

12. 每间客房或套房之最多入住宾客数量如下： 

酒店 最多入住宾客数量  

澳门威尼斯人 每间套房最多可入住四位宾客 

澳门伦敦人酒店 每间套房最多可入住三位宾客（路易套房及维多利亚套房恕未能加床）  

澳门巴黎人 每间客房最多可入住三位宾客（豪华客房恕未能加床）  

澳门康莱德酒店 每间客房最多可入住三位宾客（豪华双床客房恕未能加床）  

13. 所有经澳门金沙度假区和澳门伦敦人官方网站进行的预订，均不符合任何酒店会员的积分之

累积和住宿晚数之计算。 

14. 任何优惠房价不得与其它推广优惠房价同时使用。 

15. 此套票之条款及细则，以及其合法性由澳门特別行政区法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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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购买套票所需提供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地址、邮箱、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等）

视为推广本次活动及直接营销（新闻、推广及其他）所需，以改进数据库市场细分、制定个

人化市场推广、开展顾客消费行为研究、进行统计性及满意度的调查。为着购买之目的同时

您随即授权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东方威尼斯人有限公司 (共同简称「本公司」)自动或

手动收集、使用、储存和处理您提交的任何个人信息或任何与您购买此套票有关的信息（以

下简称「信息」），目的为上文所提到。另外，您也随即授权本公司在保密条件下与美国拉

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VSC」）、香港金沙中国有限公司（「SCL」）以及新加坡滨海湾金

沙（「MBS」）以及其他任何子公司（共同署名「金沙」）、任何与金沙簽署了书面保密协

议的第三方服务供货商共享您的个人信息，目的同为上文所及。此目的是为了保证您的信息

始终如一。您认可所授权之信息会产生国际间个人信息的传输，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金沙

中国、滨海湾金沙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适用的不同的法律法规会有不同的个人信息保密

法规和保护措施。你有权查看您的信息、索取有关信息存储及处理的附加信息、要求任何必

要的附件，并由此撤回您的许可。您可以通过邮寄信函到澳门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澳门威

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二层行政办公室或者通过发送邮件至privacy@sands.com.mo来退订我们的订

阅。在您购买套票的期间，为营销目的，您的信息将于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为於澳门

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经营转批给合同立约方之有效期间内予以保存。  

17. 宾客须同意列於https://cn.venetianmacao.com/hotel/about-us/privacy-policy.html 的个人私隐条款。 

18. 每位宾客皆同意永久免除本公司及其一切与本次套票相关的公司之一切责任，包括并不限於

任何关于购买套票、使用个人资料、及/或使用宾客姓名、及/或与是次套票或任何媒体的宣传

推广有连系的现有或尚未发现的媒体中引致的口头诽谤、书面诽谤、诋毁、侵犯私隐、公众

利益、个人及/或公民权利、错误引述、故意导致精神痛苦、侵犯版权，及/或任何引致的侵权

行为及/或损害。 

19. 本公司保留随时更改本条款及细则而毋须另行通知之权利。 

20. 本公司将保留所有争议之最终决定权。 

21. 如中文及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应以英文版本为準。 

 

澳门 teamLab 超自然空间 

1. 预订此套票的宾客可换领两张“澳门 teamLab 超自然空间”门票（「门票」），兌换的次数按

每房每次入住而定。门票可於“澳门 teamLab 超自然空间” 售票处或澳门威尼斯人酒店东门大

堂售票处，出示有效之酒店通行证换领。 

2. 本套票包含的门票适用于逢星期一至日，上午 11 时至晚上 7 时使用。最后入场时间为闭馆前

45 分钟。  

3. 休馆日期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请浏览金光票务网站了解最新安排

https://cn.cotaiticketing.com/。 

4. 门票只限於入住期间换领及使用。 

5. 门票不设退换及不可转让。 

6. 门票并不设任何预留服务，换领将根据当天供应情况而定。 

7. 如宾客缺席将被视为放弃观赏“澳门 teamLab 超自然空间”，宾客无权追讨任何项款或补偿。 

8. 门票不可退还或兌换现金，亦不可用作换领其他产品或服务。 

9. 如套票之抵达入住日为以上之休馆日，套票之宾客可在休馆翌日进馆参观，但必须在办理退

房手续前换领门票并且进馆。 

https://cn.venetianmacao.com/hotel/about-us/privacy-policy.html
https://cn.cotaiticke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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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满 13 岁的小童必须全程由成人陪同。 

 

 

 

V水疗 

1. 宾客可於入住澳门威尼斯人期间享用V水疗双人指定60分钟按摩护理疗程及精选个人护理礼

品，兌现次数按每房每次入住而定。 

2. V水疗营业时间请浏览https://www.sandsresortsmacao.cn/hotel/amenities/v-spa.html。 

3. 此优惠必须於所预订入住之期间使用。 

4. 水疗按摩需於使用前24小时预订，并视乎供应情况而定。查询电话：+853 8118 7291，电邮地

址：vspa@sands.com.mo。 

5. 任何修改或取消需於预订时间6小时前进行。 

6. 宾客可选择以下任何一款指定的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指定的按摩护理不可兌换成其他产品

或服务: 

• 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 

· 深层肌肉按摩 

· 中式按摩 

· 深度睡眠香薰按摩 

· 足部按摩 

7. 如宾客没有出席将被视为放弃使用此水疗疗程，宾客无权追讨任何付款或赔偿。 

8. 此优惠不可用作退款或兌换现金，亦不可用作换领其他产品或服务。 

9. 此优惠不能与其他推广、折扣优惠、礼券及现金券同时使用。 

 

丽舍水疗中心 

1. 宾客可於入住澳门巴黎人期间享用丽舍水疗中心双人指定60分钟按摩护理疗程及精选个人护

理礼品，兌现次数按每房每房每次入住而定。 

2. 丽舍水疗中心营业时间请浏览https://www.parisianmacao.com.cn/macau-hotel/attractions/le-spa-

tique。 

3. 此优惠必须於所预订入住之期间使用。 

4. 水疗按摩需於使用前24小时预订，并视乎供应情况而定。查询电话：+853 8111 1221 ，电邮地

址: lespatique@parisian.com.mo 。 

5. 任何修改或取消需於预订时间6小时前进行。 

6. 宾客可选择以下任何一款指定的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指定的按摩护理不可兌换成其他产品

或服务: 

• 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 

https://www.sandsresortsmacao.cn/hotel/amenities/v-spa.html
mailto:vspa@sands.com.mo
https://www.parisianmacao.com.cn/macau-hotel/attractions/le-spa-tique
https://www.parisianmacao.com.cn/macau-hotel/attractions/le-spa-tique
mailto:lespatique@parisian.co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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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肌肉按摩 

· 传统中式按摩 

· 巴厘式按摩 

· 足部反射按摩 

7. 如宾客没有出席将被视为放弃使用此水疗疗程，宾客无权追讨任何付款或赔偿。 

8. 此优惠不可用作退款或兌换现金，亦不可用作换领其他产品或服务。 

9. 此优惠不能与其他推广、折扣优惠、礼券及现金券同时使用。 

 

菩提水疗 

1. 宾客可於入住澳门康莱德酒店期间享用菩提水疗双人指定60分钟按摩护理疗程及精选个人护

理礼品，兌现次数按每房每次入住而定。 

2. 菩提水疗营业时间请浏览https://www.londonermacaoresort.com/hotels/conrad-macao/bodhi-spa.html。 

3. 此优惠必须於所预订入住之期间使用。 

4. 水疗按摩需於使用前24小时预订，并视乎供应情况而定。查询电话：+853 8113 6188 ，电邮地

址: bodhispa.macao@conradhotels.com。 

5. 任何修改或取消需於预订时间6小时前进行。 

6. 宾客可选择以下任何一款指定的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指定的按摩护理不可兌换成其他产品

或服务: 

• 60分钟精选按摩护理： 

· 深层肌肉按摩 

· 传统中式按摩 

· 巴厘式按摩 

· 足部反射按摩 

7. 如宾客没有出席将被视为放弃使用此水疗疗程，宾客无权追讨任何付款或赔偿。 

8. 此优惠不可用作退款或兌换现金，亦不可用作换领其他产品或服务。 

9. 此优惠不能与其他推广、折扣优惠、礼券及现金券同时使用。 

 

客房迎宾礼遇 

1. 每房每次入住可获一份酒店精选的迎宾小食(「礼遇」)。 

2. 此礼遇不可全部或部份退款、转让、退换、兌换现金或作现金使用，或换取其他产品。 

3. 此礼遇的兌换次数按每房每次入住而定，礼遇的产品亦视乎供应情况而定。 

  

https://www.londonermacaoresort.com/hotels/conrad-macao/bodhi-spa.html
mailto:bodhispa.macao@conrad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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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之约 客房礼遇 

1. 每房每次入住可获一份包含精选红酒一瓶及小食拼盘一份的客房礼遇(「礼遇」)。 

2. 如宾客没有在 24 小时内提出特別送餐时间安排，此礼遇默认送餐时间为入住第一天晚上 7 时

至 8 时内。 

3. 此礼遇不可全部或部份退款、转让、退换、兌换现金或作现金使用，或换取其他产品。 

4. 此礼遇的兌换次数按每房每次入住而定，礼遇的产品亦视乎供应情况而定。 

 

房内早餐服务 

1. 房内早餐提供时间为上午 6 时至 11 时。 

2. 早餐选项包括：西式早餐或中式早餐，需於送餐日前晚上 11 时前完成预订。 

3. 如宾客没有在 12 小时内提出特別送餐时间安排，房内早餐送餐时间默认为早上 8 时 30 分至 9

时内。 

4. 本套票提供每日房内早餐服务。 

5. 房内早餐套餐供 2 位宾客使用及不适用于额外客人，额外早餐套餐将收取每人 MOP288 + 15%

之费用。 

 

华庭 

1. 预订澳门伦敦人酒店套票的两位宾客，可於入住酒店期间享用澳门伦敦人酒店宾客专属英式

会所「华庭」(「华庭通行」)。 

2. 此套票内包含的华庭通行提供国际自助早餐、英式下午茶、全日轻食及鸡尾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