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款及细则 
 
1. 此活动接受所有金沙会会员参加。 

 
2. 参加者必须年满 21岁或以上。 

 
3. 参加者必须持有效会员卡及於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间存有良好信誉记录。 

 
4. 推广活动将於 2019 年 7月 19日至 9月 14日举行。 

 
5. 此推广活动将举行两次抽奖活动(时段 1及时段 2)，抽奖活动将分别於 2019年 8月 17日（时段 1）及

2019年 9月 14日（时段 2）晚上 7时正在澳门巴黎人一楼举行。 

 
6. 参加资格如下： 

 

6.1 参加方法 1：於澳门金沙度假区消费及酒店住宿 

 
6.1.1 参加方法 1：於澳门金沙度假区消费 

 
a) 顾客凡於澳门威尼斯人®丶澳门百利宫®丶金沙城中心及澳门巴黎人之任何商铺丶专柜丶餐饮

商铺丶金光旅游™丶金光票务™或休闲活动（以下简称“商铺”）每张单据消费每满 

澳门币 500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换领一次抽奖资格参加抽奖。 

 
b) 透过参加方法 1换领抽奖资格之条款及细则如下： 

 
i. 第 6.1.1a)条款所述之金额必需显示於一张当天发出之正式机印消费单据正本，商铺需向 

顾客提供有效消费单据以供换领。 

 
ii. 如消费单据上所示之单据总额为港币（HKD）或人民币（RMB），此推广活动将视 

其单据总额为澳门币（MOP）并以 1：1计算。 

 
iii. 顾客必需於消费当天凭同日消费满以上第 6.1.1a)条款所述金额之消费单据换领抽奖资格。

少於澳门币 500元之消费单据或非换领抽奖资格当天之消费单据恕不接纳。 

 
iv. 用於换领抽奖资格之消费单据必须於发单当天晚上 11 时正前换领（金光票务™单据 

除外）。如该消费单据於发单当天晚上 9时正後发出，仍可於翌日晚上 11时正前换领。 

 
v. 如顾客使用於金光票务™消费所获得之单据换领抽奖资格，所购买门票之演出日期需在

换领抽奖资格期限内（由 2019年 7月 19日至 9月 14日），方合资格换领抽奖资格。 

 
vi. 所有信用卡签账存根丶手写单据或重印单据恕不被接纳换领抽奖资格。 

 
vii. 若消费时顾客於商铺使用任何礼券，顾客之实际消费（现金丶信用卡丶会员积分丶 

奖赏推广钱或其他电子支付方式如：支付宝丶微信支付丶澳门钱包等）需达到 

澳门币 500 元或以上，方可换领抽奖资格。只有顾客之实际消费金额方可换领抽奖资格。 

 
viii. 此推广活动不接纳任何商铺礼券之购买或消费收据丶预订货品的订金收据丶直升机预约丶

航班预约，以上收据均不可换领抽奖资格。银行交易收据均不可用於此抽奖活动及换领

抽奖资格。 



 
ix. 顾客需於消费当天於金沙会柜台 / 下列第 xi. 点所述之客户服务前台出示以下物品及提供

以下资料以换领抽奖资格： 

 

 一张换领当天发出的商铺正式机印消费单据正本； 

 每张消费单据上所示之购买货品（购买服务除外）； 

 顾客之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丶旅游证件或居民身份证）； 

 顾客之有效金沙会会员卡； 

 顾客必须证明已透过微信扫描顾客编号二维码及关注澳门金沙度假区微信公众号 

以获取顾客编号； 

 如顾客使用於金光票务™消费所获得之单据换领抽奖资格，亦需同时出示相应之 

表演门票。 

 

x. 顾客必须亲自换领抽奖资格，商铺职员均不可代顾客换领。 

 
xi. 抽奖资格可於服务时间内（星期一至日早上 10 时至晚上 11 时）於以下客户服务前台 

换领： 

 

 威尼斯人购物中心客户服务前台 － 圣马可广场近商铺 808 

 威尼斯人购物中心客户服务前台 － 瑰丽堂近商铺 014 

 四季名店M层之客户服务前台 － 近商铺 1219 

 金沙广场二楼之客户服务前台 － 近商铺 2033 

 巴黎人购物中心五楼之客户服务前台 － 近商铺 517A 

 
6.1.2 参加方法 2：酒店住宿 

 
a) 澳门威尼斯人丶澳门四季酒店丶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店丶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丶 

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及澳门巴黎人（以下简称“酒店”）酒店住客可根据住房晚数而 

换领相应之抽奖资格参加抽奖。 

 

b) 透过参加方法 2换领抽奖资格之条款及细则如下： 

 
i. 一个住房晚数可换领一次抽奖资格。 

 

ii. 住客将於办理酒店入住登记手续时获得抽奖资格兑换券，抽奖资格将由办理酒店入住登记

手续之客人获得，并需凭该兑换券於指定金沙会柜台换领抽奖资格。 

 
iii. 住客需於换领抽奖资格时向工作人员出示其抽奖资格兑换券丶其身份证明文件正本 

（如护照丶旅游证件或居民身份证）及其有效金沙会会员卡，以便核对身份。 

 
iv. 酒店住宿之抽奖资格兑换券於客人登记入住时发出，如有任何遗失或损毁，恕不补发。 

 
v. 酒店住宿之抽奖资格兑换券不得转让他人使用，任何换领券经损毁丶更改丶复制丶手写丶

伪造丶水侵或以任何方式加以更改丶此换领券将完全无效。 

 

vi. 酒店住宿之抽奖资格兑换券将於 2019年 9月 14日早上 11时 30分停止派发。 

 



vii. 如酒店系统显示该酒店房间为免费房间，则其住房晚数并不接受作抽奬资格换领之用。 

 
viii. 酒店住客可於服务时间内(星期一至日 24 小时)到澳门威尼斯人丶澳门百利宫丶金沙城中心

或澳门巴黎人之指定金沙会柜台换领抽奖资格。 

 

6.2 参加方法 3：支付宝金沙时尚电子卡会员免费换领抽奖资格 

 
a) 支付宝金沙时尚电子卡会员可於 2019年 7月 19日至 9月 14日根据以下条件免费换领抽奖资格

参加抽奖。 

 

 大众卡会员可免费换领 1次抽奖资格。 

 黄金卡会员可免费换领 5次抽奖资格。 

 钻石卡及铂金卡会员可免费换领 10次抽奖资格。 

  

b) 支付宝金沙时尚电子卡会员须带同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如护照丶旅游证件或居民身份证）

及其有效支付宝金沙时尚电子卡於指定金沙会柜台登记以换领抽奖资格。 

 

6.3 每位参加者於每场抽奖中可透过参加方法 1 及参加方法 2 最多可换领共 300 次抽奖资格（不包括 

透过参加方法 3获得之免费抽奖资格）参加抽奖活动。 

 

6.4 如顾客并非金沙会会员，顾客在换领抽奖资格前必须先成为金沙会会员。 

 

6.5 顾客须於下列换领抽奖资格期限内换领抽奖资格，逾期後顾客之抽奖资格将被取消。 

 
换领抽奖资格期限 

由 至 

时段 1 2019年 7月 19日早上 10时正 2019年 8月 17日中午 12时正 

时段 2 2019年 8月 17日中午 12时 01分 2019年 9月 14日中午 12时正 

 

6.6 如有涉及任何政府官员及人物，需经由客户忠诚发展及市场策略分析高级副总裁以及总法律顾问之

决定及批准。 

 
7. 抽奖活动的细节如下： 

 

 每次抽奖活动内将会抽出 5位得奖者。 

 每位得奖者将根据被抽出的顺序领奖，每次抽奖中将会从价值最小的奖赏开始。 

 会员於各抽奖活动中只能中奖一次。当会员号码被重覆抽中时，司仪会进行重抽。 

 得奖者无需出席抽奖活动仍可获奖。 

 只有得奖者本人才能领取所赢得之奖赏。 

 
 
 
 
 
 



8. 每次抽奖活动的奖赏如下： 

得奖

名额 
基本奖赏 

额外奖赏 

金沙会金卡会员及红宝会员 金沙会钻石会员及金御会会员 

1 奬赏推广钱澳门币 1,000,000元 奬赏推广钱澳门币 88,000元 奬赏推广钱澳门币 380,000元 

4 奬赏推广钱澳门币 30,000元（每位） --- --- 

 
*备注： 

 

 第一名得奖者於抽奖当天在公布会员号码结果一分钟内出现於抽奖地点并登记领奖，将可获得额外奖赏。
若第一名得奖者不能在公布会员号码结果一分钟内出现於抽奖地点并登记领奖，得奖者只会得到基本 

奬赏。 

 额外奖赏金额将视乎得奖金沙会会员的会员卡类别而异。会员卡类别以会员出席时系统之记录为准。 

 奬赏推广钱价值等於或小於澳门币 100,000元需於换领後 7天内使用，逾期无效。 

 奬赏推广钱价值高於澳门币 100,000元需於换领後 30天内使用，逾期无效。 

 
9. 所有得奖者必须於以下领奖期限前到澳门巴黎人之指定金沙会柜台领奖，未能於此期限内领取之奖赏将

被取消。详情如下： 

时段 领奖期限 

2019年 8月 17日抽奖活动 2019年 9月 13日 晚上 11时 59分 

2019年 9月 14日抽奖活动 2019年 10月 14日 晚上 11时 59分 

 
10. 奖品一经领取，如有任何遗失丶损毁或被窃，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一概不负责或补发。 

 
11. 得奖者需自行确保於金沙会系统内其个人资料的准确性。因其个人资料有误而无法被通知及时领奖，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概不负责。而未被领取之奖品将被没收。 

 
12. 各得奖者需於领奖时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正本（护照丶旅游证件或居民身份证等）及其有效金沙会 

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 

 
13. 得奖者必须首先成为金沙会会员方可领取奖赏。 

 
14. 所有奬赏均不得转让他人。 

 
15. 活动地点如有任何变动将会於金沙会柜台公布。 

 
16. 参加者将自行承担所有有关接受及使用所获奖品的风险。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代理丶 

附属机构丶辖下机构丶员工或代表人概不负责所有奖品之可售性丶质量丶性能丶版权丶状况丶所有权，

或特别用途之任何明确或默示的保证，及有关使用所获奖品而所引起之任何损失丶伤害丶支出费用丶 

索偿丶故障或损毁等的责任。 

 
17. 系统故障或系统差异可能影响累积抽奖机会的准确性。若因电脑故障或操作差异等情况而影响抽奖机会，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概不负责。 

 



18.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保留修订任何条款或随时终止活动之所有权利，并不作另行通知。 

倘有任何意见或争论，则以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的决策为最终决定。 

 
19.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丶临时雇员丶代理商丶继承人丶受托人以及负责是次推广活动的 

广告公司及其家属，均不得参加此项活动及获得有关的奖金。 

 
20. 若违反此次抽奖活动之规定，参加者将会丧失其参加资格。 

 
21. 若本条款英文与中文版本之规则及内容存有差异，则一切以中文版本之规则及条款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