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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加者必须年满 21 岁或以上。 

 
2. 参加者必须未被禁止进入娱乐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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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受邀请且持有有效澳门身份证之金沙会金卡、红宝卡、钻石卡会员及金御会会员可参加此推广活动。 

  
4. 推广期由 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 6 时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 上午 5 时 59 分。 

 
5. 金沙会会员於一个推广日内於金沙娱乐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於该推广日内於金沙娱乐场之金沙会柜

台换领以下指定奖赏。 

 
6. 奖赏如下面列表： 

 

奖赏 所需积分 每推广日最多换领次数 积分扣除 

午餐盒及礼品换领咭上一个印章 

 (适用於每天 11:00 至 14:00) 
1 分 1 

不需要 

晚餐盒及礼品换领咭上一个印章 

 (适用於每天 17:00 至 20:00) 
1 分 1 

澳门币$150 餐饮礼券 3 分 

1 
澳门币$500 餐饮礼券* 

 (必须由 3 位会员一同换领) 
每位会员 3 分 

单程轿车服务 8 分 1 

*澳门币$500 餐饮礼券须由叁位会员各自累积满 3 分，并同时到金沙会柜檯进行换领。 

 
7. 午餐盒及晚餐盒 

a. 午餐盒及礼品换领咭上印章之可於每天 11:00 至 14:00 於金沙会柜檯换领，而晚餐盒及礼品换领咭上印章之可於每天

17:00 至 20:00 於金沙会柜檯换领 

b. 午餐盒换领券只可由 12:30-14:30 於澳门金沙皎月食坊换领，而晚餐盒换领券只可由 12:30-14:30 於澳门金沙皎月食坊

换领。 

c. 会员於礼品换领咭上累积满 6 个印章即可换领以下指定礼品： 

 

可换领之礼品 

(三擇一) 
每推广日最多换领次数 

澳门金沙曲奇 

N/A 凤凰卷 

茶叶礼盒 

 
8. 澳门币$150 餐饮券 

a. 换领此优惠之会员必须为持有有效澳门身份证之澳门居民 

b. 换领优惠时会员必须出示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有效之会员卡方可换领优惠。 

c. 会员必须於结帐时出示会员卡 

d. 会员卡及餐饮券上之会员号必须为同一人方可使用。 

e. 餐饮券可於以下餐厅使用： 

         皎月食坊、888 美食天地(美食广场及自助餐)、金沙阁、高雅扒房、仙乐都、愉愉花园。 

f. 所有餐饮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g. 此餐饮优惠只供堂食. 

h.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於一张餐饮礼券或自助餐券。 

i. 在使用餐饮礼券时，折扣不适用。 

j. 购物额若少於餐饮礼券的面值，馀数将不获退款。 

 
9. 澳门币$500 餐饮券 

a. 换领此优惠之会员必须为持有有效澳门身份证之澳门居民 

b. 若欲换领此优惠，须有 3 位会员於当天累积满 3 分并同时亲临金沙会柜檯进行换领。 

c. 换领此优惠时，3 位会员必须同时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澳门居民身份證）及有效之会员卡方可换领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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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换领此优惠时，3 位会员的其中一位会员将为被发出 1 张澳门币$500 餐饮券，且餐饮券不可分拆为不同金额的餐饮

券。 

e. 其馀两位会员将会被发出各一张“餐饮副单”（合共两张“餐饮副单”）。 

f. 使用此优惠时，澳门币$500 餐饮券必须连同两张“餐饮副单”同时出示方可有效，缺一不可，否则将作无效处理。  

g. “餐饮副单”不可用作任何结帐付款。  

h. 使用此优惠时，澳门币$500 餐饮券及两张“餐饮副单”必须於同年同月同日换领，如有不符将作无效处理。 

i. 澳门币$500 餐饮券及两张“餐饮副单”可於以下指定餐厅使用： 

         澳门金沙: 皎月食坊、888 美食天地(美食广场及自助餐)、金沙阁、高雅扒房、仙乐都、愉愉花园。 

j. 如须使用此餐饮券，用餐客人之中至少需要有一位为换领优惠的会员，且须於结帐时出示有效之会员卡。 

k. 所有餐饮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l. 此餐饮优惠只供堂食。 

m. 用此餐饮优惠时会员可同时使用其它餐饮礼券。  

n. 享用优惠时会员必须出示澳门币$500 餐饮券及“餐饮副单”之正本。任何遗失、损毁或被窃的澳门币$500 餐饮券及

“餐饮副单”，恕不可获补发或退款。 

o. 折扣不适用此餐饮优惠。 

p. 购物额若少於餐饮礼券的面值，馀数将不获退款。   

 
10.    轿车服务 

a. 换领此优惠之会员必须为持有有效澳门身份证之澳门居民 

b. 换领优惠时会员必须出示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有效之会员卡方可换领优惠。 

c. 会员必须於当日累积满 8 分方可换领此优惠。 

d. 搭乘轿车时，会员必须为其中一位乘客并可另外携同最多叁位客人使用此优惠。 

e. 酒店轿车只限由澳门金沙出发到澳门、氹仔或路环一个落客点或由澳门、氹仔或路环一个上客点到澳门金沙。 

f. 酒店轿车必须於 1 小时前於金沙会柜枱预订，先到先得。 

g. 酒店轿车换领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时间起计 24 小时内有效。 

 
11. 於换领奖赏时，会员必需亲自出示身份证明文件(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有效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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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任何遗失、损毁或被窃的奖赏，恕不可获补发或退款。 

 
14. 奖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15. 奖赏有可能会被更改，并不作另行通知。 

 
16. 奖赏不得兑换现金。奖赏换领一经确实，均不可取消或更改。 

 
17. 奖赏不可与其他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18. 如金沙会会员同时换领超过一个奖赏或推广活动时，会员须累积所有奖赏或推广活动所需之总积分数目。 

 
19. 如有任何例外，需经由市场发展部管理层作决定及批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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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辖下机构、

员工或代表人概不负责所有奖品之可售性、质量、性能、版权、状况、所有权，或特别用途之任何明确或默示的保證，

及有关使用所获奖品而所引起之任何损失、伤害、支出费用、索偿、故障或损毁等的责任。 

 
21.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临时僱员、代理商、继承人、受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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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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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活动之所有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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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系统故障或变更可能影响累积积分。若因电脑故障或操作差异等情况而影响累积积分，金沙管理层及威尼斯人澳门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层概不负责。此外，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亦不对任何会员卡未能正确插入角子机而引起的任

何故障负责。 

 
24. 若违反活动之规定，参加者将会丧失其获奖的资格。 

 
25. 若本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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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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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此推广活动的参加者同意遵守由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所刊登及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以及接受任何威尼斯人澳门股

份有限公司所作的最终决定。此项活动絶不接受任何名列在由政府发出之被禁止人士名单及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之被禁止人士名单中被禁止进入娱乐场之人士、未满 21 岁之人士及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之员工或员工之直系亲属

或其家庭成员参加。直系亲属包括但不只限於员工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及其他同住的亲属。如有任何此等人

士参与此项活动，即属违反此条款及细则所导致。即使此等人士胜出此活动或有关抽奖，将不会获得任何奬品或奬金。

参与是项活动之所有参加者均须接受及同意上述所有条款并自动授权予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印出、

刊登、於电视播送或以其他形式於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辖下的设施/机构中透露其姓名、声音或肖像及在

其物业内外作商业及推广用途。博彩仅为成年人之消遣娱乐活动。受根据澳门政府法例 21 岁以下人士禁止进入任何娱乐

场博彩区并且无资格参加任何博彩推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