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條款及細則 
 
1. 條款及細則： 此活動「春日購物優惠 – 獎品天天賞」（以下簡稱「活動」）受以下條款及細
則約束。  
 

2. 主辦方： 此活動由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東方威尼斯人
有限公司（以下統一簡稱「本公司」）主辦。  

 
3. 活動日期：此活動日期由 2022年 3月 21 日中午 12 時開始至 2022 年  6 月 26 日晚上 23：59
（以下簡稱「活動期間」）。  

 
4. 參加資格： 

 
任何有意參加本活動的人士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  

 
5. 活動： 

 
a. 參加者於活動期間透過掃瞄活動二維碼並關注澳門威尼斯人的微信公眾號即可得到 1次即
時抽獎機會。 

b. 根據此活動之條款及細則，掃瞄活動二維碼 ，凡完成以下步驟均即可獲額外的即時抽獎機
會 1次。  每個微信帳號最多可獲得 6次抽獎機會。  
i. 於活動網頁內選取 1項商戶電子優惠券(以下簡稱「電子優惠券」)，並於指定商戶內使
用該電子優惠券。  

ii. 結帳前出示該電子優惠券以供商戶店員核對，該電子優惠券將於付款後被兌換及消
除。 

iii. 每張電子優惠券只可兌換 1次。  
c. 本公司透過微信系統隨機選出得獎者以獲得以下獎品：  

i. 獎賞推廣錢購物券獎 （得獎者 885名）：獲得面值澳門幣 100元 （836名） 及澳門幣
500元 （49名）。 獎賞推廣錢購物券可於金沙會參與之商戶中使用。  

ii. 商戶贈送禮品 （得獎者 2420名）：於指定地點換領禮品。（價值由澳門幣 20元至澳
門幣 200元不等）。 

d. 參加者於以上 a.及 b.分段描述的每次即時抽獎（包括 1次關注微信公眾號即時抽獎及其後
最多 6次消費後的額外即時抽獎）時沒有中獎，均可獲得 1次終極大抽獎（詳見以下第 8
點）機會。 

e. 整個活動期間，不論即時抽獎機會或終極大抽獎，每個微信帳號僅最多可獲獎 7次。  
 

6. 換領獎賞推廣錢購物券(以下簡稱「購物券」)： 
 
a. 得獎者必須出示中獎信息並親自換領購物券，不接受任何形式之代領。 



b. 得獎者可於以下指定地點及時間換領購物券： 

 巴黎人購物中心 5樓客户服務前檯– 近商舖 517 

 櫃檯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早上 10時正至晚上 11時正） 
c. 得獎者需於中獎日期起 7日之內到上述指定地點換領購物券，中獎券信息上會列出最後領
獎日，並須於 2022年 7月 3日或之前使用。 不接受逾期領獎。 

d. 購物券不可用作繳付酒店住宿費用。 
e. 任何購物券經損壞、更改、複制、手寫、偽造、水浸或以任何方式加以修改，或含任何電
腦程序、印刷、機械、或排版錯誤，該購物券即屬無效且不得使用。 
 

7. 商戶贈送禮品： 
a. 得獎者必須出示中獎信息並親自到中獎券信息上的指定地點換領獎品，不接受任何形式之
代領。  

b. 得獎者需於中獎日期起 7日之內換領禮品，中獎券信息上會列出最後領獎日。 不接受逾期
領獎。 

c. 商戶對禮品換領具有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8. 終極大抽獎（詳見以上第 5點 d.）： 
a. 終極大獎（名額﹕10名）：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康菜德酒店、澳門金沙酒店或澳門巴黎人
一晚住宿。 

b. 得獎者須於指定日期前換領房間。最後提交入住預訂申請日為 2022年 7月 31日，逾期無
效。最後入住日為 2022年 9月 15 日。酒店及房間類型供應視乎房間空缺而定，指定日子
（2022年 7月 15、16、22、23、29、30日、8月 5、6、12、13、19、20、26、27及 9月
10-12日） 恕不接受預約。 

c. 於活動結束後，公司將在 2022年 6月 29日下午 3:00 於本公司場所（威尼斯人購物中心 5
樓商場管理部）抽出 10名得獎者及 10名候補得獎者，並在 2022年 6月 30日以公司微信
公眾號私信方式通知得獎者領獎安排。得獎名單將在 2022年 7月 15 日於本活動微信頁面
上公布。 

d. 得獎者須於 2022年 6月 30日至 7月 6日內回覆上述通知並提供個人資料（真實姓名及電
話號碼）以進行領獎流程。如得獎者於 2022年 7月 6日前沒有回覆上述公司微信公眾號私
信則被視為放棄獎品。為取代沒有在指定時間內回覆的得獎者，本公司將從 10 名候補得
獎者名單中順位填補得獎者空缺。新得獎者須於 2022 年 7 月 7-13 日內回覆上述通知並提
供個人資料，以進行領獎流程。 

 
9. 參與者一經發現作弊，將被取消參與及獲獎資格。本公司擁有絕對權力推翻活動結果及取消
任何懷疑作弊、操控結果或其他不當行為的參與者資格。本公司保留一切取消提供虛假資料

（包括虛假帳號、個人資料或照片 ）或故意拒絕提供資料的人士之參與資格的權利。  
 

10.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員工及親屬、代理商、商場商戶員工均不得參加本次活動以示公允。 
一經發現，將被取消參與及獲獎資格。  



 
11. 每位參與者皆同意永久免除本公司及其一切與本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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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活動、使用個人資料或錄影、及 /或使用參與者姓名、聲音、及 
/ 或與是次活動或任何媒體的宣傳推廣有連 系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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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如任何參與者不能出席或退出是次活動 ， 本公司保留選擇另一參與者作替補的權利。  本公司
擁有選擇參與者的最終及絕對決定權。  

 
13. 參與者不得對本公司頒發的獎品有異議，獎品不可轉贈、轉賣、兌換現金或其他貨品。  

 
14. 本公司保留一切更改、取消、延遲或修改是次活動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 無論任何時候，
本公司保留取消參與者資格、修改活動規條及要求，或活動相關的任何內容，或取消活動製

作及發展的權利。  本公司並無責任向任何媒體推廣是次活動。  
 

15. 個人資料：參與者於本次活動中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真實姓名、電話號碼、微
信帳號，以及其他與本次活動相關資訊等）作為於本次活動以換領獎賞之用途;以及作為直接
營銷之目的（新聞、推廣及其他），以改進數據市場庫市場細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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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會於參與活動期間及於威尼斯
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VML"）作為澳門經營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轉批給合
同之立約方有效期間內被保存。 參與者有權隨時查看自己的個人信息、索取有關資料的存儲
及處理附加信息、要求任何必要的附件，並撤回顧客的許可。 參與者可以通過發送郵件至 
privacy@sands.com.mo 以撤回其許可或選擇拒絕接收本公司的直接營銷訊息。  
 
參加本次活動時，參與者在此授權本公司收集、使用、儲存及處理（自動或機械化方式）所

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以下統稱"資料"），為著上述目的，包括電話號碼 、微信帳號，以及
任何有關參與本次活動的資料。 參與者亦授權本公司使用有關資料以作直接營銷（相關消息、
促銷和其他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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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向顧客發送任何市場推廣。 此外，
參與者更明確授權本公司以保密方式將其資料分享及披露予美國的 Las Vegas Sands Corp. 
（"LVSC"）、香港的金沙中國有限公司（"SCL"）、新加坡的濱海灣金沙（"MBS  "）或其任何
聯屬主體（統稱"金沙"），以及任何與金沙旗下物業簽署與金沙私隱政策類似協議之第三方服
務供應商，為著上述目的，使參與者可以在金沙旗下物業中獲得更加一致和個性化的體驗。 
參與者承認所授權之轉讓可能構成個人資料國際傳輸，並於本公司、LVSC、SCL、MBS 以及第
三方服務提供者所在的不同司法管轄區受不同的資料隱私法律約束及保護。 參與者進一步聲
明，曾對上述內容進行查詢並要求澄清，並且已獲得完整及適當的答覆和說明。  

 
16. OFAC 名單： 參與者須知悉是次活動本公司的母公司為總部設於美國的 Las Vegas Sands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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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



issues/financial-sanctions/specially-designated-nationals-and-blocked-persons-list-sdn-human-
readable-lists 瀏覽。 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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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保留不發出和沒收獎品之權利。 如參與者
已被列入或在此活動舉辦期間被列入此等名單，則需立即通知本公司。  
 

17. 其他： 
a. 本公司於任何情況下將不會就是次活動而產生的問題及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c. 若違反此次活動之條款及細則，參與者將會喪失其參加資格。 
d. 若本條款及細則英文與中文版本之規則及內容存有差異，則一切以英文版本之條款及細則為
標準。 

e. 此次活動須受澳門法律管轄並依其解釋。 參與者同意因本活動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糾紛或
法律訴訟，均受澳門法院的專屬司法權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