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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尊享禮遇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1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年 1 月 1日（星期二）早上 5 時 59 分。 

2. 金沙會新會員於申請成為會員獲發卡當天內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

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滿指定積分，便可當天於金沙娛樂場、威

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換領獎賞。 

3. 金沙會新會員只可於新登記當日於金沙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

樂區或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換領最多 1 次獎賞。 

4. 可於金沙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或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換領之獎

賞列表： 

推廣日內所需積分 獎賞 

10 分 精選禮品 1 份 / 金沙曲奇*/精美手信禮盒# / 金沙會餐飲套餐 

15 分 
港幣$100 推廣碼 / 角子機易賞錢 

澳門幣 100 餐飲券/澳門幣 120 餐飲券* 

  *只可於澳門金沙換領 

  #只可於澳門巴黎人換領 

 
5. 推廣日指當天早上 6 時至翌日早上 5 時 59 分。 

6. 積分將不會於會員戶口內扣除。 

7. 禮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8. 推廣碼 

a. 推廣碼換領券可於金沙會櫃台換領，而換領券可於換領日至換領翌日一天內於賬房換領推廣碼。 

b. 於金沙娛樂場換領之推廣碼換領券只可於金沙娛樂場之賬房換領推廣碼。 

c. 於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或巴黎人娛樂區換領之推廣碼換領券只可於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

或巴黎人娛樂區之賬房換領推廣碼。 

9. 角子機易賞錢使用有效期限為換領日起計八天內有效。 

10. 餐飲/套餐禮券  

a. 於澳門金沙換領： 

i. 於金沙娛樂場換領之餐飲禮券(港幣$120 只適用於以下指定餐廳: 

澳門金沙: 皎月食坊、888 美食天地(美食廣場及自助餐)、金沙閣、高雅扒房、仙樂都及御匾餐廳。 

ii. 澳門金沙精選特別套餐券只適用於澳門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廣場，皎月食坊的用餐時間為下午

二時半至五時半及晚上十一時至翌日早上七時。888 美食廣場的用餐時間則為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iii. 澳門金沙精選餐飲套餐禮券適用於澳門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廣場。 

iv. 餐飲禮券及精選餐飲套餐禮券有效期限為換領日翌日起計七天內有效。 

v. 餐飲禮遇只供堂食。 

vi.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餐飲禮券或精選餐飲套餐禮券。 

vii. 在使用餐飲禮遇時，折扣不適用。 

viii. 購物額若少於餐飲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b. 於威尼斯人、金沙城中心或巴黎人換領： 

i. 於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及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換領之餐飲禮券(港幣$100)只

適用於以下指定餐廳： 

澳門百利宮: 御品居、品味咖啡、名流酒廊及鳴詩餐廳。 

金沙城中心: 桃園、好味館、南方小廚、常滿飯莊、北方館、假日酒店大堂酒廊、奧旋自助餐、朝、

康萊德酒店大堂酒廊、雅舍餐廳及希雅度 

澳門威尼斯人: 赤龍麵館、帝王點心、碧濤意國漁鄉、北方館、皇雀印度餐廳、喜粵及渢竹自助餐、

太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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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黎人: 巴黎人自助餐、翡翠拉麵小籠包、色香味、巴黎人法式餐廳、御蓮宮、巴黎軒及巴黎

人池畔酒吧。 

ii.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餐飲禮券或精選餐飲套餐禮券。 

iii. 在使用餐飲禮遇時，折扣不適用。 

iv. 購物額若少於餐飲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v. 金沙會餐飲套餐只適用於以下餐廳 

金沙城中心：瑞吉酒吧、喜柏咖啡酒廊、南方小廚及常滿飯庄 

澳門巴黎人：翡翠拉麵小籠包及色香味。 

vi. 沙莉蛋撻禮券可於澳門巴黎人沙莉葡撻餅店換領 6 件葡式蛋達。 

vii. 餐飲禮券及精選餐飲套餐禮券有效期限為換領日翌日起計七天內有效。 

viii. 餐飲禮遇只供堂食。 

ix.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餐飲禮券或精選餐飲套餐禮券。 

x. 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xi. 在使用餐飲禮遇時，折扣不適用。 

xii. 購物額若少於餐飲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11. 於換領獎賞時，會員必需親自出示身份証明文件(如護照，中國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或香港/澳門居民身份証)

及有效會員卡，以便核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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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貴獎賞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時 59 分。 

2. 受邀之金沙會會員於推廣期期限內在金沙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澳門百利宮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

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之間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指定積分，便可於指定之金沙會櫃檯換領獎賞。 

3. 禮品換領資料如下： 
一般禮品 

獎賞 
推廣積分 

金御會會員 金沙會鑽石/紅寶會員 金沙會金卡會員 

澳門幣$ 500 禮品卡 

（價值澳門幣$500） 
250 分 330 分 500 分 

澳門幣$ 500 澳門漁人碼頭餐飲代金券 

（價值澳門幣$500） 250 分 330 分 500 分 

港幣/澳門幣$ 1,000 購物禮券 

（價值港幣/澳門幣$ 1,000） 
560 分 760 分 N/A 

紀念銀幣 

（價值港幣$ 1,000） 
450 分 600 分 N/A 

百家樂銀幣 1 盎司 

（價值港幣$1,000） 
450 分 600 分 N/A 

Apple AirPods 無線耳機 

（價值港幣$1,500） 750 分 1,000 分 N/A 

紀念金鈔票 

（價值港幣$2,500） 
1,200 分 1,500 分 N/A 

尊尼獲加藍牌特别版 

（價值港幣$1,800） 900 分 1,2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貴州茅台酒 

（價值港幣$2,000） 
1,000 分 1,5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 15 年貴州茅台酒 

（價值港幣$9,000） 4,500 分 5,6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 30 年貴州茅台酒 

（價值港幣$20,000） 
10,000 分 13,5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紫砂紙珍貴州茅台酒  

（價值港幣$7,000） 
3,500 分 4,700 分 N/A 

三星 S9 智能手机 

（價值港幣$6,600） 
3,300 分 4,400 分 N/A 

三星 S9+智能手机 

（價值港幣$8,600） 
4,300 分 5,800 分 N/A 

三星 Note 9 智能手机 

（價值港幣$9,000） 
4,500 分 6,000 分 N/A 

華為 Mate RS 保時捷特別版智能手機 

（價值港幣$20,000） 
10,000 分 13,500 分 N/A 

澳門幣 $1,000 智能手機換領券 

(價值澳門幣$1,000) 
500 分 660 分 N/A 

  
一般禮品指定積分累積和換領時段為: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9年1月1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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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員如用推廣積分換領一般禮品，可在每個積分累計和換領時段內，換領總面額最多為港幣/澳門幣 200,000 元之獎

賞。 

5. 換領地點：澳門金沙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

巴黎人娛樂區內高之投注區內之金沙會櫃檯。 

6. 澳門幣$ 500 澳門漁人碼頭餐飲代金券只可於金沙娛樂場之金沙會櫃檯換領。 

7. 澳門幣$ 500 澳門漁人碼頭餐飲代金劵換領條款:  

a) 餐飲代金券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 23:59 前使用。 

b) 會員每次交易可使用多於一張代金劵。 

c) 此代金券只適用於澳門漁人碼頭的指定商戶。 

d) 此代金券不適用於任何優惠或折扣。 

e) 如交易金額少於代金券金額，不設找續。 

f) 澳門漁人碼頭指定商戶 

烤與鮮 

餐飲 

勵皇軒 

巴黎餐廳 

永玖軒 

春秋火鍋 

玉蘭苑 

珀克餐廳 

珀克酒吧 

怡景餐廳 

泰燒美食 

水上宮海景美食 

陳老太順德料理 

新泰泰國海鮮火鍋 

厨泰餐廳 

百富莊傳統粵菜館 

葡萄園餐廳2 

金悅軒海鮮城 

D2 

DD3 

名之都 

零售 

儷都名店 

名家企業 

滇緬玉石 

周大福 

嘉泰康健康坊 

尊貴水療 水療 

 
8. 澳門幣 $1,000 智能手機換領券 

a) 所有“澳門幣$1,000 新 iPhone 預售換領券”須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早上六時前換領。 

b) 於每個換領時段，金御會會員可換領最多可換領 3 部任何型號之全新 iPhone 智能手機，金沙會鑽石 /紅寶

會員可換領最多換領 2 部任何型號之全新 iPhone 智能手機。 

9. 如金沙會會員同時參與其他推廣活動時，會員須累積所有推廣活動所需之總積分數目。 

10. 禮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11. 禮品不得兌換現金。獎賞換領一經確實，均不可取消或更改。 

12. 積分將不會於會員戶口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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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金沙度假區精選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時 59 分。 

2. 金沙會會員 1 天內(當天早上 6 時至翌日早上 5 時 59 分) 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

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滿指定積分，便可當天於威尼斯人娛樂

場、百利宮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及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換領以下指定獎賞。 

 奬賞 所需積分 每日最多換領次數 積分扣除 

1.  劇場表演門票 (C 區)^ 

18 分 

3 次* 

不需要 

2.  
中旅巴士單程車票 

(由珠海出發至中國內地指定城市之單程車票) 

3.  禮物 

4.  沙莉蛋撻 (6 件)# 

5.  精美手信禮盒# 

6.  金沙會精選餐飲套餐 

7.  港幣$100 推廣碼 / 角子機易賞錢 / 餐飲券 / 購物禮券 25 分 

8.  30 分鐘頭肩頸按摩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淺深水療) 

45 分 

9.  
45 分鐘足部按摩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淺深水療) 
65 分 

10.  
30 分鐘足部按摩 / 頭肩頸按摩 

(澳門瑞吉酒店銥瑞水療 /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炫逸水療) 

11.  

澳門四季酒店鳴詩餐廳平日自助午餐 1 位 68 分 

每指定時段 3 次 

澳門四季酒店鳴詩餐廳週末自助午餐 1 位 98 分 

澳門四季酒店鳴詩餐廳平日自助晚餐 1 位 128 分 

每指定時段 3 次 

澳門四季酒店鳴詩餐廳週末自助晚餐 1 位 168 分 

^門票供應按實際情況或管理層決策而定。 
#僅限於澳門巴黎人換領。 

*此每推廣日 3 次之限制共用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

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每項獎賞可複選。 

3. 禮物/精美手信禮盒 

a. 禮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4. 中旅巴士車票 

a. 車票換領券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

及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發出。會員可憑車票換領券於換領券發出當刻起至翌日下午 6 時內，於澳門金沙

大堂客戶服務台及金光旅遊換領由換領券發出日起計三日內任意班次之單程中旅巴士車票。 

b. 會員可換領由珠海出發至除開平及惠州以外之指定城市之單程車票。 

c. 會員可持有效車票換領券於以下地點換領中旅巴士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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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ii.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旅遊 (612 號舖) 

iii.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遊 (1030 號舖) 

iv. 澳門巴黎人: 金光旅遊 (107 號舖) 

d. 金光旅遊營業時間: 早上 8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 

e. 中旅巴士車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f. 車票完成預訂後不得取消或更改。 

 

5. 劇場表演門票 (C 區) 

a. 此換領活動只適用於劇場表演節目上演期間，可換領之場次及門票數量按實際情況及管理層決策而定。門票先

到先得，換完即止。 

b. 門票換領券於金沙會櫃台發出。會員可憑門票換領券於換領日翌日起計 7 日內於金光票務處換領 C 區門票。 

c. 金沙會會員可憑有效之門票換領券於金光票務處換領 C 區門票。 

d. 金沙會會員需於指定劇場表演節目之最後一場開始時間最少一小時前到金沙會櫃枱換領劇場表演 C 區門票換領

券，並於指定劇場表演節目之最後一場開始前持有效之門票換領券到金光票務換領劇場表演 C 區門票。 

e. 金光票務處地點: 

i. 澳門威尼斯人 

- 澳門威尼斯人綜藝館售票中心（綜合館一樓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處 

ii. 金沙城中心: 

-  近於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  近於喜來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ii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iv. 澳門百利宮: 澳門四季酒店售票處 

v.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一樓售票處 

f. 金光票務處營業時間：每日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 

 

6. 餐飲禮券： 

a. 金沙會精選餐飲套餐禮券適用於金沙城中心之瑞吉酒吧、喜柏大堂酒廊、常滿飯莊、南方小廚及於澳門巴黎人

之翡翠拉麵小籠包及色香味。 

b. 餐飲禮券只適用於以下指定餐廳： 

澳門百利宮: 御品居、品味咖啡、名流酒廊及鳴詩餐廳。 

金沙城中心: 桃園、好味館、南方小廚、常滿飯莊、北方館、假日酒店大堂酒廊、奧旋自助餐、朝、康萊德酒

店大堂酒廊及雅舍餐廳。 

澳門威尼斯人: 赤龍麵館、帝王點心、碧濤意國漁鄉、北方館、皇雀印度餐廳、喜粵及渢竹自助餐。 

澳門巴黎人: 巴黎人自助餐、翡翠拉麵小籠包、色香味、巴黎人法式餐廳、御蓮宮、巴黎軒及巴黎人池畔酒吧。 

c. 澳門幣$100 餐飲禮券亦可於澳門百利宮御品居換領指定餐飲套餐。 

d. 沙莉蛋撻禮券可於澳門巴黎人沙莉葡撻餅店換領 6 件葡式蛋達。 

e. 鳴詩餐廳平日自助午餐、週末自助午餐、平日自助晚餐及週末自助晚餐餐券只適用於澳門四季酒店鳴詩餐廳。 

f. 鳴詩餐廳週末自助午餐只適用於星期六至星期日。鳴詩餐廳平日自助午餐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五。鳴詩餐廳

平日自助晚餐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四。鳴詩餐廳週末自助晚餐只適用於星期五至星期日。自助午餐用餐時間

為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 30 分，自助晚餐用餐時間為下午 6 時至晚上 9 時。優惠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他指定

日子。 

g. 會員每個指定時段可換領最多 3 張自助午餐券及 3 張自助晚餐券。 

-  指定時段請見下表: 

2018年10月2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6時至2019年1月1日(星期二)上午5時59分 

h. 所有餐飲禮券有效期限為換領日翌日起計七天內有效。 

i. 餐飲禮遇只供堂食。 

j.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餐飲禮券或自助餐券。 



Page 7 of 13 
 

k. 在使用餐飲禮遇時，折扣不適用。 

l. 購物額若少於餐飲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7. 推廣碼： 

a. 推廣碼換領券可於金沙會櫃枱換領。而換領券可於換領日至換領翌日一天內於指定賬房換領推廣碼。 

b. 於威尼斯人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及金沙城中心換領之推廣碼換領券可於威尼斯人、百利宮、金沙城中心及巴

黎人之賬房換領推廣碼。 

 

8. 角子機易賞錢： 

a. 角子機易賞錢使用有效期限為換領日起計八天內有效。 

 

9. 購物禮券： 

a. 購物禮券必須於有效期限前使用。 

b.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購物禮券。 

c. 購物禮券只適用於券上列明之店舖。 

d. 在使用購物禮券時，折扣不適用。 

e. 購物額若少於購物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10. 水療按摩： 

a. 30 分鐘 頭肩頸按摩 (45 分): 此獎賞之換領券可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5 樓淺深水療換領 30 分鐘頭肩頸按摩服務。 

b. 45 分鐘足部按摩(65 分): 此獎賞之換領券可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5 樓淺深水療換領 45 分鐘足部按摩服務。 

c. 30 分鐘足部按摩 / 頭肩頸按摩(65 分): 此獎賞之換領券可於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38 樓銥瑞水療或喜來登酒店

3 樓炫逸水療換領 30 分鐘足部按摩 / 頭肩頸按摩服務。 

d. 會員於換領水療獎賞時，需出示有效之指定水療服務換領券。 

e. 會員需於換領服務前最少 4 小時親身透過以下電話預約。開放時間如下:  

 開放時間 預約電話 

銥瑞水療 
星期二至五 

11:00am - 11:30pm 

星期六至一 

10:00am - 11:30pm 
(+853) 8113 4949 

喜來登炫逸水療 
星期二至四 

11:30 am - 11:30 pm 

星期五至一 

10:00 am - 11:30 pm 
(+853) 8113 0222 

淺深水療 
星期一至日 

 12:00pm to 3:00am 
(+853) 2878 3959 

f. 換領券使用期限為換領日起計 14 天內有效。 

g. 優惠不適用於澳門、香港及中國之公眾假期。 

h. 水療中心換領券不得兌換現金。任何未經使用之換領券均不設退款並無效。 

i.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j. 每人每次服務可連續使用最多兩張換領券，每天最多使用四張。 

k. 會員每天只可攜同一位客人同時使用最多四張換領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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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金沙精選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時 59。 

2. 金沙會會員 1 天內(當天早上 6 時至翌日早上 5 時 59 分) 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

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滿指定積分，便可當天於金沙娛樂場之金沙會櫃

台換領以下指定獎賞。 

  

奬賞 所需積分 
每推廣日最多換領次數 

積分扣除 

按獎賞 按總計換領次數 

1.  澳門金沙精選特別餐飲套餐 5 分 一次 

3 次* 不需要 

2.  澳門金沙 24 小時精選餐飲套餐 12 分 一次 

3.  噴射飛航豪華位船票 (只限鑽石會員)  

18 分 

一次 

4.  禮物 -- 

5.  澳門金沙曲奇 -- 

6.  中旅巴士單程車票 -- 

7.  劇場表演門票 (C 區) ^ -- 

8.  噴射飛航經濟位船票 (只限紅寶及金卡會員) 

22 分 

一次 

9.  港幣$100  推廣碼 / 角子機易賞錢 -- 

10.  澳門幣$120 餐飲禮券 -- 

11.  
港幣$200 餐飲禮券 / 推廣碼 /角子機易賞錢 / 購

物禮券 (只限鑽石及紅寶卡會員) 
45 分 一次 

 

^門票供應按實際情況或管理層決策而定。 

*此每推廣日 3 次之限制共用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

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每項獎賞可複選。 

 

3. 禮物 

a. 禮品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4. 金沙會噴射飛航船票: 

a. 所有船票只限即班航班，鑽石卡會員則可換領 6 小時內由澳門至香港航班之船票。 

b. 噴射飛航船票航線包括:  

澳門外港客運碼頭  上環 / 九龍 / 屯門/深圳機場/蛇口 

c. 會員需於換領獎賞時出示身份証明文件(如護照，中國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或香港/澳門居民身份証)及有效會

員卡，以便核實身份。船票發出時，會員編號將被列印於船票上。 

d. 會員必須為換領船票之唯一或其中一位使用者，於澳門登船時必須出示會員卡，以便核實身份。 

e. 會員於換領船票時，必須提供個人密碼。若密碼輸入錯誤三次，其戶口將被鎖定，會員必須親身到金沙會櫃台

重設密碼及啟動戶口。 

f. 噴射飛航船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g. 換領噴射飛航船票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他指定日子。其他指定日子將於各船票購買及換領櫃檯公佈。 

h. 會員嚴禁向第三者售賣或轉讓船票。 

i. 凡違反上述條款及細則進行出售或轉讓船票之會員，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有權取消會員資格或取消換領

免費船票之優惠，而無須預先通知。 

j. 換領船票櫃檯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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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k. 若會員欲換領更多船票，會員可以 1 分=$1 之兌換方式換領船票。 

 

5. 中旅巴士車票 

a. 車票換領券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

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發出。會員可憑車票換領券於換領券發出當刻起至翌日下午 6 時內，於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及金光旅遊換領由換領券發出日起計三日內任意班次之單程中旅巴士車票。 

b. 會員可換領由珠海出發至除開平及惠州以外之指定城市之單程車票。 

c. 會員可持有效車票換領券於以下地點換領中旅巴士車票: 

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ii.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旅遊 (612 號舖) 

iii.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遊 (1030 號舖) 

iv. 澳門巴黎人: 金光旅遊 (107 號舖) 

d. 金光旅遊營業時間: 早上 8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 

e. 中旅巴士車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f. 車票完成預訂後不得取消或更改。 

 

6. 娛樂表演節目 C 區門票 

a. 此換領活動只適用於娛樂表演節目上演期間，可換領之場次及門票數量按實際情況及管理層決策而定。門票先

到先得，換完即止。 

b. 門票換領券於金沙會櫃台發出。會員可憑門票換領券於換領日翌日起計 7 日內於金光票務處換領 C 區門票。 

c. 金沙會會員可憑有效之門票換領券於金光票務處換領 C 區門票。 

d. 金沙會會員需於指定娛樂表演節目之最後一場開始時間最少一小時前到金沙會櫃枱換領娛樂表演節目 C 區門票

換領券，並於指定娛樂表演節目之最後一場開始前持有效之門票換領券到金光票務換領娛樂表演節目 C 區門票。 

e. 金光票務處地點: 

i. 澳門威尼斯人 

- 澳門威尼斯人綜藝館售票中心（綜合館一樓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處 

ii. 金沙城中心: 

-近於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 近於喜來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ii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iv. 澳門百利宮: 澳門四季酒店售票處 

v.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一樓售票處 

f. 金光票務處營業時間：每日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 

 

7. 餐飲禮券： 

a. 於金沙娛樂場換領之餐飲禮券只適用於以下指定餐廳: 

 皎月食坊、888 美食天地(美食廣場及自助餐)、金沙閣、高雅扒房及仙樂都。 

b. 澳門金沙精選特別套餐券只適用於澳門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廣場，皎月食坊的用餐時間為下午二時半至五

時半及晚上十一時至翌日早上七時。888 美食廣場的用餐時間則為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 

c. 澳門金沙 24 小時精選餐飲套餐禮券適用於澳門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廣場。 

d. 所有餐飲禮券有效期限為換領日翌日起計七天內有效。 

e. 餐飲禮遇只供堂食。 

f.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餐飲禮券或精選餐飲套餐禮券。 

g. 在使用餐飲禮遇時，折扣不適用。 

h. 購物額若少於餐飲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8. 推廣碼： 

a. 推廣碼換領券可於金沙會櫃枱換領。而換領券可於換領日至換領翌日一天內於指定賬房換領推廣碼。 

b. 於金沙娛樂場換領之推廣碼換領券只可於金沙娛樂場之賬房換領推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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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角子機易賞錢： 

a. 角子機易賞錢使用有效期限為換領日起計八天內有效。 

 

10. 購物禮券： 

a. 購物禮券必須於有效期限前使用。 

b. 每位會員可使用多於一張購物禮券。 

c. 購物禮券只適用於券上列明之店舖。 

d. 在使用購物禮券時，折扣不適用。 

e. 購物額若少於購物禮券的面值，餘數將不獲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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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賞船票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時 59 分。 

2. 金沙會會員於任何一個推廣日內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

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滿指定積分，便可當日於指定之櫃台換領獎賞。 

3. 換領詳情如下面列表： 

推廣日內所需積分 奬賞 最多換領次數 

3 分 

鑽石卡會員 
澳門香港頭等艙船票 每推廣日 2 張; 而每星期只可換領 6 張 

12 分 

紅寶卡會員 

澳門香港標準艙船票 

每推廣日 2 張; 而每星期只可換領 4 張 

15 分 

金卡會員 
每推廣日 1 張; 而每星期只可換領 4 張 

 

所需積分結餘 奬賞 最多換領次數 

22 分* 

紅寶卡會員 
香港澳門標準艙船票 

每推廣日 1 張; 而每星期只可換領 2 張 

28 分* 

金卡會員 
每推廣日 1 張; 而每星期只可換領 4 張 

*會員可用户口積分結餘換領金光飛航船票。 

4. 金沙會船票 

a. 金光飛航船票來回航線包括:  

澳門氹仔客運碼頭 

或 

澳門外港客運碼頭 

 

香港港澳碼頭 

或 

香港中國客運碼頭 

b. 所需積分將會在會員戶口內扣除。 

c. 所有船票只限即班航班，鑽石卡會員則可換領 6 小時內由澳門至香港航班之船票。 

d. 於換領獎賞時，會員必需親自出示身份証明文件(如護照，中國居民往來港/澳通行證，或香港/澳門居民身份証)

及有效會員卡，以便核實身份。船票發出時，會員編號將被列印於船票上。 

e. 會員必須為換領船票之唯一或其中一位使用者，於澳門或香港登船時必須出示會員卡，以便核實身份。 

f. 會員於換領船票時，必須提供個人密碼。若密碼輸入錯誤三次，其戶口將被鎖定，會員必須親身到金沙會櫃台

重設密碼及啟動戶口。 

g. 金光飛航船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h. 換領金光飛航船票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其他指定日子。其他指定日子將於各船票購買及換領櫃台公佈。 

i. 會員嚴禁向第三者售賣或轉讓船票。 

j. 凡違反上述條款及細則進行出售或轉讓船票之會員，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有權取消會員資格或取消換領

免費船票之優惠，而無須預先通知。 

k. 換領船票櫃台 (香港): 

i. 香港上環: 信德中心 304A 號舖 

ii. 香港尖沙咀: 中港城 1 字樓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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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換領船票櫃台 (澳門): 

i. 澳門威尼斯人 

-  澳門威尼斯人綜藝館售票中心（綜合館一樓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處 

ii.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iii. 澳門百利宮: 澳門四季酒店售票處 

iv. 金沙城中心: 

- 近於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 近於喜來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務售票處 

v.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一樓售票處 

vi. 金光飛航自助服務機 

 

5. 推廣日指當天早上 6 時至翌日早上 5 時 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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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分賞港珠澳大橋巴士車票 
1. 推廣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時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時 59 分。 

2. 金沙會會員於任何一個推廣日內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

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角子機或賭台累積滿指定積分，便可當日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

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換領獎賞。 

3. 換領詳情如下面列表： 

奬賞 會員卡 所需積分 車票類別 最多換領次數 積分扣除 

港珠澳大橋 

港澳一號 

巴士車票換領券 

 
 

鑽石卡 

3 分 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 1 張 

每推廣日 1 次 不需要 

5 分 
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 2 張 

澳門香港來回巴士車票 1 張 

紅寳卡 

6 分 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 1 張 

10 分 
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 2 張 

澳門香港來回巴士車票 1 張 

金卡 
6 分 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 1 張 

10 分 澳門香港來回巴士車票 1 張 

 
4. 港珠澳大橋港澳一號巴士車票換領券於金沙娛樂場、百利宮娛樂場、威尼斯人娛樂場、金沙城中心喜雅娛樂區、金沙城

中心凱運娛樂區及巴黎人娛樂區之金沙會櫃台發出。 

5. 換領單程車票獎賞的會員將於金沙會櫃台獲取指定數量之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換領券。 

6. 換領來回車票獎賞的會員將於金沙會櫃台獲取一張澳門往香港單程巴士車票換領券及一張香港往澳門單程巴士車票換領

券。 

7. 澳門往香港巴士車票換領券 

i. 此車票換領券可於換領日翌日起計 2 日內換領實體車票。 

ii. 此車票換領券可換領由澳門往香港指定數量之港澳一號巴士車票。此獎賞僅限於換領即班車票。 

iii. 會員可於以下地點憑車票換領券換領實體車票: 

 澳門金沙: 澳門金沙大堂客戶服務台 

 澳門威尼斯人: 金光旅遊 (612 號舖) / 正門大堂禮賓部櫃台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遊 (1030 號舖) 

 澳門巴黎人: 金光旅遊 (107 號舖) / 南翼巴士大堂禮賓部櫃台 

iv. 營業時間 

 金光旅遊: 早上 8 時 30 分至晚上 9 時 

 威尼斯人正門大堂禮賓部櫃台: 24 小時 

 巴黎人南翼巴士大堂禮賓部櫃台: 早上 10 時至晚上 9 時 

8. 香港往澳門巴士車票換領券 

i. 此車票換領券可於換領日翌日起計 30 日內換領實體車票。 

ii. 此車票換領券可換領由一張由香港往澳門之港澳一號巴士車票。此獎賞僅限於換領 14 日內之班次。 

iii. 會員可於以下地點憑車票換領券換領實體車票: 

 九龍觀塘道 418 號 APM (地下) 

iv. APM 營業時間: 早上 11 時至晚上 12 時。 

9. 港澳一號巴士車票數量有限，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10. 車票完成預訂後不得取消或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