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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会员尊享礼遇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年 1 月 1日（星期二）早上 5 时 59 分。 

2. 金沙会新会员于申请成为会员获发卡当天内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

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当天于金沙娱乐场、威

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换领奖赏。 

3. 金沙会新会员只可于新登记当日于金沙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

乐区或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换领最多 1 次奖赏。 

4. 可于金沙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或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或巴黎人娱乐区换领之奖

赏列表： 

推广日内所需积分 奖赏 

10 分 精选礼品 1 份 / 金沙曲奇*/精美手信礼盒# / 金沙会餐饮套餐 

15 分 
港币$100 推广码 / 角子机易赏钱 

澳门币 100 餐饮券/澳门币 120 餐饮券* 

  *只可于澳门金沙换领 

  #只可于澳门巴黎人换领 
 

5. 推广日指当天早上 6 时至翌日早上 5 时 59 分。 

6. 积分将不会于会员户口内扣除。 

7.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8. 推广码 

a. 推广码换领券可于金沙会柜台换领，而换领券可于换领日至换领翌日一天内于账房换领推广码。 

b. 于金沙娱乐场换领之推广码换领券只可于金沙娱乐场之账房换领推广码。 

c. 于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或巴黎人娱乐区换领之推广码换领券只可于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

或巴黎人娱乐区之账房换领推广码。 

9. 角子机易赏钱使用有效期限为换领日起计八天内有效。 

10. 餐饮/餐饮套餐礼券  

a. 于澳门金沙换领： 

i. 于金沙娱乐场换领之餐饮礼券(港币$120)只适用于以下指定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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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乐都及御匾餐厅。 

ii. 金沙会餐饮套餐礼券适用于澳门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广场。 

iii. 餐饮礼券及餐饮套餐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iv. 餐饮礼遇只供堂食。 

v.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餐饮礼券或精选餐饮套餐礼券。 

vi. 在使用餐饮礼遇时，折扣不适用。 

vii. 购物额若少于餐饮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b. 于威尼斯人、金沙城中心或巴黎人换领： 

i. 于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及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或巴黎人娱乐区换领之餐饮

礼券(港币 100)只适用于以下指定餐厅： 

澳门百利宫: 御品居、品味咖啡、名流酒廊及鸣诗餐厅。 

金沙城中心: 桃园、好味馆、南方小厨、常满饭庄、北方馆、假日酒店大堂酒廊、奥旋自助餐、朝、

康莱德酒店大堂酒廊、雅舍餐厅及希雅度。 

澳门威尼斯人: 赤龙面馆、帝王点心、碧涛意国渔乡、北方馆、皇雀印度餐厅、喜粤及沨竹自助餐、

太兴。 

澳门巴黎人: 巴黎人自助餐、翡翠拉面小笼包、色香味、巴黎人法式餐厅、御莲宫、巴黎轩及巴黎

人池畔酒吧。 

ii. 餐饮礼券及餐饮套餐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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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餐饮礼遇只供堂食。 

iv. 购物额若少于餐饮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v. 金沙会餐饮套餐适用于以下餐厅 

金沙城中心：瑞吉酒吧、喜柏咖啡酒廊、南方小廚及常滿飯庄 

澳门巴黎人：翡翠拉面小笼包及色香味。 

vi. 沙莉蛋挞礼券可于澳门巴黎人沙莉葡挞饼店换领 6 件葡式蛋达。 

vii. 餐饮礼券及精选餐饮套餐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viii. 餐饮礼遇只供堂食。 

ix.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餐饮礼券或精选餐饮套餐礼券。 

x. 优惠不可与其他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xi. 在使用餐饮礼遇时，折扣不适用。 

xii. 购物额若少于餐饮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11. 于换领奖赏时，会员必需亲自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中国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或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

及有效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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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奖赏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时 59 分。 

2. 受邀之金沙会会员于推广期期限内在金沙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澳门百利宫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

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之间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指定积分，便可于指定之金沙会柜台换领奖赏。 

3. 礼品换领资料如下： 
一般礼品 

奖赏 
推广积分 

金御会会员 金沙会钻石/红宝会员 金沙会金卡会员 

澳门币$ 500 礼品卡 

（价值澳门币$500） 
250 分 330 分 500 分 

澳门币$ 500 澳门渔人码头餐饮代金券 

（价值澳门币$500） 250 分 330 分 500 分 

港币/澳门币$ 1,000 购物礼券 

（价值港币/澳门币$ 1,000） 
560 分 760 分 N/A 

纪念银币 

（价值港币$ 1,000） 
450 分 600 分 N/A 

百家乐银币 1 盎司 

（价值港币$1,000） 
450 分 600 分 N/A 

Apple AirPods 无线耳机 

（价值港币$1,500） 750 分 1,000 分 N/A 

纪念金钞票 

（价值港币$2,500） 
1,200 分 1,500 分 N/A 

尊尼获加蓝牌特别版 

（价值港币$1,800） 
900 分 1,2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贵州茅台酒 

（价值港币$2,000） 
1,000 分 1,5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 15 年贵州茅台酒 

（价值港币$9,000） 4,500 分 5,6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 30 年贵州茅台酒 

（价值港币$20,000） 10,000 分 13,500 分 N/A 

53 度 500 毫升紫砂纸珍贵州茅台酒  

（价值港币$7,000） 
3,500 分 4,700 分 N/A 

三星 S9 智能手机 

（价值港币$6,600） 
3,300 分 4,400 分 N/A 

三星 S9+智能手机 

（价值港币$8,600） 
4,300 分 5,800 分 N/A 

三星 Note 9 智能手机 

（价值港币$9,000） 
4,500 分 6,000 分 N/A 

华为 Mate RS 保时捷特别版智能手机 

（价值港币$20,000） 
10,000 分 13,500 分 N/A 

澳门币 $1,000 智能手机换领券 

(价值澳门币$1,000) 
500 分 660 分 N/A 

  

一般礼品指定积分累积和换领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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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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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上午6时至2019年1月1日(星期二)上午5时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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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会员如用推广积分换领一般礼品，可在每个积分累计和换领时段内，换领总面额最多为港币/澳门币 200,000 元之奖

赏。 

5. 换领地点：澳门金沙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

巴黎人娱乐区内高之投注区内之金沙会柜台。 

6. 澳门币$ 500 澳门渔人码头餐饮代金券只可于金沙娱乐场之金沙会柜台换领。 

7. 澳门币$ 500 澳门渔人码头餐饮代金劵换领条款:  

a) 餐饮代金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23:59 前使用。 

b) 会员每次交易可使用多于一张代金劵。 

c) 此代金券只适用于澳门渔人码头的指定商户。 

d) 此代金券不适用于任何优惠或折扣。 

e) 如交易金额少于代金券金额，不设找续。 

f) 澳门渔人码头指定商户 

烤与鲜 

餐饮 

励皇轩 

巴黎餐厅 

永玖轩 

春秋火锅 

玉兰苑 

珀克餐厅 

珀克酒吧 

怡景餐厅 

泰烧美食 

水上宫海景美食 

陈老太顺德料理 

新泰泰国海鲜火锅 

厨泰餐厅 

百富庄传统粤菜馆 

葡萄园餐厅2 

金悦轩海鲜城 

D2 

DD3 

名之都 

零售 

俪都名店 

名家企业 

滇缅玉石 

周大福 

嘉泰康健康坊 

尊贵水疗 水疗 

 

8. 澳门币 $1,000 智能手机换领券 

a) 所有“澳门币$1,000 新 iPhone 预售换领券”须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早上六时前换领。 

b) 于每个换领时段，金御会会员可换领最多可换领 3 部任何型号之全新 iPhone 智能手机，金沙会钻石 /红宝

会员可换领最多换领 2 部任何型号之全新 iPhone 智能手机。 

9. 如金沙会会员同时参与其他推广活动时，会员须累积所有推广活动所需之总积分数目。 

10.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11. 礼品不得兑换现金。奖赏换领一经确实，均不可取消或更改。 

12. 积分将不会于会员户口内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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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金沙度假区精选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时 59 分。 

2. 金沙会会员 1 天内(当天早上 6 时至翌日早上 5 时 59 分) 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

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当天于威尼斯人娱乐

场、百利宫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及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换领以下指定奖赏。 

 奬赏 所需积分 每日最多换领次数 积分扣除 

1.  剧场表演门票 (C 区)^ 

18 分 

3 次* 

不需要 

2.  
中旅巴士单程车票 

(由珠海出发至中国内地指定城市之单程车票) 

3.  礼物 

4.  沙莉蛋挞 (6 件)# 

5.  精美手信礼盒# 

6.  金沙会精选餐饮套餐 

7.  港币$100 推广码 / 角子机易赏钱 / 餐饮券 / 购物礼券 25 分 

8.  30 分钟头肩颈按摩 
(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浅深水疗) 

45 分 

9.  
45 分钟足部按摩 

(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浅深水疗) 
65 分 

10.  
30 分钟足部按摩 / 头肩颈按摩 

(澳门瑞吉酒店铱瑞水疗 /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炫逸水疗) 

11.  

澳门四季酒店鸣诗餐厅平日自助午餐 1 位 68 分 

每指定时段 3 次 

澳门四季酒店鸣诗餐厅周末自助午餐 1 位 98 分 

澳门四季酒店鸣诗餐厅平日自助晚餐 1 位 128 分 

每指定时段 3 次 

澳门四季酒店鸣诗餐厅周末自助晚餐 1 位 168 分 

^门票供应按实际情况或管理层决策而定。 
#仅限于澳门巴黎人换领。 

*此每推广日 3 次之限制共用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

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每项奖赏可复选。 

3. 礼物/精美手信礼盒 

a.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4. 中旅巴士车票 

a. 车票换领券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

及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发出。会员可凭车票换领券于换领券发出当刻起至翌日下午 6 时内，于澳门金沙

大堂客户服务台及金光旅游换领由换领券发出日起计三日内任意班次之单程中旅巴士车票。 

b. 会员可换领由珠海出发至除开平及惠州以外之指定城市之单程车票。 

c. 会员可持有效车票换领券于以下地点换领中旅巴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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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ii. 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旅游 (612 号铺) 

iii.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游 (1030 号铺) 

iv. 澳门巴黎人: 金光旅游 (107 号铺) 

d. 金光旅游营业时间: 早上 8 时 30 分至晚上 9 时。 

e. 中旅巴士车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f. 车票完成预订后不得取消或更改。 

 

5. 剧场表演门票 (C 区) 

a. 此换领活动只适用于剧场表演节目上演期间，可换领之场次及门票数量按实际情况及管理层决策而定。门票先

到先得，换完即止。 

b. 门票换领券于金沙会柜台发出。会员可凭门票换领券于换领日翌日起计 7 日内于金光票务处换领 C 区门票。 

c. 金沙会会员可凭有效之门票换领券于金光票务处换领 C 区门票。 

d. 金沙会会员需于指定剧场表演节目之最后一场开始时间最少一小时前到金沙会柜枱换领剧场表演 C 区门票换领

券，并于指定剧场表演节目之最后一场开始前持有效之门票换领券到金光票务换领剧场表演 C 区门票。 

e. 金光票务处地点: 

i. 澳门威尼斯人 

- 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售票中心（综合馆一楼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处 

ii. 金沙城中心: 

-  近于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  近于喜来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ii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iv. 澳门百利宫: 澳门四季酒店售票处 

v. 澳门巴黎人: 澳门巴黎人一楼售票处 

f. 金光票务处营业时间：每日早上 10 时至晚上 10 时。 

 

6. 餐饮礼券： 

a. 金沙会精选餐饮套餐礼券适用于金沙城中心之瑞吉酒吧、喜柏大堂酒廊、常满饭庄、南方小厨及于澳门巴黎人

之翡翠拉面小笼包及色香味。 

b. 餐饮礼券只适用于以下指定餐厅： 

澳门百利宫: 御品居、品味咖啡、名流酒廊及鸣诗餐厅。 

金沙城中心: 桃园、好味馆、南方小厨、常满饭庄、北方馆、假日酒店大堂酒廊、奥旋自助餐、朝、康莱德酒

店大堂酒廊及雅舍餐厅。 

澳门威尼斯人: 赤龙面馆、帝王点心、碧涛意国渔乡、北方馆、皇雀印度餐厅、喜粤及沨竹自助餐。 

澳门巴黎人: 巴黎人自助餐、翡翠拉面小笼包、色香味、巴黎人法式餐厅、御莲宫、巴黎轩及巴黎人池畔酒吧。 

c. 澳门币$100 餐饮礼券亦可于澳门百利宫御品居换领指定餐饮套餐。 

d. 沙莉蛋挞礼券可于澳门巴黎人沙莉葡挞饼店换领 6 件葡式蛋达。 

e. 鸣诗餐厅平日自助午餐、周末自助午餐、平日自助晚餐及周末自助晚餐餐券只适用于澳门四季酒店鸣诗餐厅。 

f. 鸣诗餐厅周末自助午餐只适用于星期六至星期日。鸣诗餐厅平日自助午餐只适用于星期一至星期五。鸣诗餐厅

平日自助晚餐只适用于星期一至星期四。鸣诗餐厅周末自助晚餐只适用于星期五至星期日。自助午餐用餐时间

为中午 12 时至下午 2 时 30 分，自助晚餐用餐时间为下午 6 时至晚上 9 时。优惠不适用于公众假期及其他指定

日子。 

g. 会员每个指定时段可换领最多 3 张自助午餐券及 3 张自助晚餐券。 

-  指定时段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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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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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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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所有餐饮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i. 餐饮礼遇只供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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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餐饮礼券或自助餐券。 

k. 在使用餐饮礼遇时，折扣不适用。 

l. 购物额若少于餐饮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7. 推广码： 

a. 推广码换领券可于金沙会柜枱换领。而换领券可于换领日至换领翌日一天内于指定账房换领推广码。 

b. 于威尼斯人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及金沙城中心换领之推广码换领券可于威尼斯人、百利宫、金沙城中心及巴

黎人之账房换领推广码。 
 

8. 角子机易赏钱： 

a. 角子机易赏钱使用有效期限为换领日起计八天内有效。 
 

9. 购物礼券： 

a. 购物礼券必须于有效期限前使用。 

b.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购物礼券。 

c. 购物礼券只适用于券上列明之店铺。 

d. 在使用购物礼券时，折扣不适用。 

e. 购物额若少于购物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10. 水疗按摩： 

a. 30 分钟 头肩颈按摩 (45 分): 此奖赏之换领券可于澳门威尼斯人酒店 5 楼浅深水疗换领 30 分钟头肩颈按摩服务。 

b. 45 分钟足部按摩(65 分): 此奖赏之换领券可于澳门威尼斯人酒店 5 楼浅深水疗换领 45 分钟足部按摩服务。 

c. 30 分钟足部按摩 / 头肩颈按摩(65 分): 此奖赏之换领券可于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38 楼铱瑞水疗或喜来登酒店

3 楼炫逸水疗换领 30 分钟足部按摩 / 头肩颈按摩服务。 

d. 会员于换领水疗奖赏时，需出示有效之指定水疗服务换领券。 

e. 会员需于换领服务前最少 4 小时亲身透过以下电话预约。开放时间如下:  

 开放时间 预约电话 

铱瑞水疗 
星期二至五 

11:00am - 11:30pm 
星期六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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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来登炫逸水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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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深水疗 
星期一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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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换领券使用期限为换领日起计 14 天内有效。 

g. 优惠不适用于澳门、香港及中国之公众假期。 

h. 水疗中心换领券不得兑换现金。任何未经使用之换领券均不设退款并无效。 

i.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j. 每人每次服务可连续使用最多两张换领券，每天最多使用四张。 

k. 会员每天只可携同一位客人同时使用最多四张换领券。 
 

  



Page 8 of 13 
 

 澳门金沙精选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时 59 分。 

2. 金沙会会员 1 天内(当天早上 6 时至翌日早上 5 时 59 分) 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

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当天于金沙娱乐场之金沙会柜

台换领以下指定奖赏。  

奬赏 所需积分 
每推广日最多换领次数 

积分扣除 
按奖赏 按总计换领次数 

1.         澳门金沙精选特别餐饮套餐 5 分 一次 

3 次* 不 需要 

2.         澳门金沙 24 小时精选餐饮套餐 12 分 一次 

3.         喷射飞航豪华位船票 (只限钻石卡会员)  

18 分 

一次 

4.         礼物 -- 

5.         澳门金沙曲奇 -- 

6.         中旅巴士单程车票 -- 

7.         剧场表演门票 (C 区)^ -- 

8.         喷射飞航经济位船票 (只限红宝及金卡会员) 

22 分 

一次 

9.         港币 $100 推广码 /角子机易赏钱 -- 

10.      澳门币 $120 餐饮礼券 -- 

11.      
港币 $200 餐饮礼券/推广码 /角子机易赏钱/ 购

物礼券 (只限钻石及红宝卡会员) 
45 分 一次 

 

^ 门票供应按实际情况或管理层决策而定。 

*此每推广日 3 次之限制共用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

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每项奖赏可复选。 
 

3. 礼物 

a.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4. 金沙会喷射飞航船票: 

a. 所有船票只限即班航班，钻石卡会员则可换领 6 小时内由澳门至香港航班之船票。 

b. 喷射飞航船票航线包括:  

澳门外港客运码头  上环 / 九龙 / 屯门/深圳机场/蛇口 

c. 会员需于换领奖赏时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中国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或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及有效会

员卡，以便核实身份。船票发出时，会员编号将被列印于船票上。 

d. 会员必须为换领船票之唯一或其中一位使用者，于澳门登船时必须出示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 

e. 会员于换领船票时，必须提供个人密码。若密码输入错误三次，其户口将被锁定，会员必须亲身到金沙会柜台

重设密码及启动户口。 

f. 喷射飞航船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g. 换领喷射飞航船票不适用于公众假期及其他指定日子。其他指定日子将于各船票购买及换领柜台公布。 

h. 会员严禁向第三者售卖或转让船票。 

i. 凡违反上述条款及细则进行出售或转让船票之会员，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取消会员资格或取消换领

免费船票之优惠，而无须预先通知。 

j. 换领船票柜台 (澳门): 

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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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若会员欲换领更多船票，会员可以 1 分=$1 之兑换方式换领船票。 

 

5. 中旅巴士车票 

a. 车票换领券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

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发出。会员可凭车票换领券于换领券发出当刻起至翌日下午 6 时内，于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及金光旅游换领由换领券发出日起计三日内任意班次之单程中旅巴士车票。 

b. 会员可换领由珠海出发至除开平及惠州以外之指定城市之单程车票。 

c. 会员可持有效车票换领券于以下地点换领中旅巴士车票: 

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ii. 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旅游 (612 号铺) 

iii.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游 (1030 号铺) 

iv. 澳门巴黎人: 金光旅游 (107 号铺) 

d. 金光旅游营业时间: 早上 8 时 30 分至晚上 9 时。 

e. 中旅巴士车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f. 车票完成预订后不得取消或更改。 

 

6. 娱乐表演节目 C 区门票 

a. 此换领活动只适用于娱乐表演节目上演期间，可换领之场次及门票数量按实际情况及管理层决策而定。门票先

到先得，换完即止。 

b. 门票换领券于金沙会柜台发出。会员可凭门票换领券于换领日翌日起计 7 日内于金光票务处换领 C 区门票。 

c. 金沙会会员可凭有效之门票换领券于金光票务处换领 C 区门票。 

d. 金沙会会员需于指定娱乐表演节目之最后一场开始时间最少一小时前到金沙会柜枱换领娱乐表演节目 C 区门票

换领券，并于指定娱乐表演节目之最后一场开始前持有效之门票换领券到金光票务换领娱乐表演节目 C 区门票。 

e. 金光票务处地点: 

i. 澳门威尼斯人 

- 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售票中心（综合馆一楼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处 

ii. 金沙城中心: 

-近于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 近于喜来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ii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iv. 澳门百利宫: 澳门四季酒店售票处 

v. 澳门巴黎人: 澳门巴黎人一楼售票处 

f. 金光票务处营业时间：每日早上 10 时至晚上 10 时。 

 

7. 餐饮礼券： 

a. 于金沙娱乐场换领之餐饮礼券只适用于以下指定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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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澳门金沙精选特别套餐券只适用于澳门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广场，皎月食坊的用餐时间为下午二时半至五

时半及晚上十一时至翌日早上七时。888 美食广场的用餐时间则为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半。 

c. 澳门金沙 24 小时精选餐饮套餐礼券适用于澳门金沙皎月食坊及 888 美食广场。 

d. 所有餐饮礼券有效期限为换领日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 

e. 餐饮礼遇只供堂食。 

f.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餐饮礼券或精选餐饮套餐礼券。 

g. 在使用餐饮礼遇时，折扣不适用。 

h. 购物额若少于餐饮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8. 推广码： 

a. 推广码换领券可于金沙会柜枱换领。而换领券可于换领日至换领翌日一天内于指定账房换领推广码。 

b. 于金沙娱乐场换领之推广码换领券只可于金沙娱乐场之账房换领推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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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角子机易赏钱： 

a. 角子机易赏钱使用有效期限为换领日起计八天内有效。 
 

10. 购物礼券： 

a. 购物礼券必须于有效期限前使用。 

b. 每位会员可使用多于一张购物礼券。 

c. 购物礼券只适用于券上列明之店铺。 

d. 在使用购物礼券时，折扣不适用。 

e. 购物额若少于购物礼券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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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赏船票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时 59 分。 

2. 金沙会会员于任何一个推广日内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

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当日于指定之柜台换领奖赏。 

3. 换领详情如下面列表： 

推广日内所需积分 奬赏 最多换领次数 

3 分 

钻石卡会员 
澳门香港头等舱船票 每推广日 2 张; 而每星期只可换领 6 张 

12 分 

红宝卡会员 

澳门香港标准舱船票 

每推广日 2 张; 而每星期只可换领 4 张 

15 分 

金卡会员 
每推广日 1 张; 而每星期只可换领 4 张 

 

所需积分结余 奬赏 最多换领次数 

22 分* 

红宝卡会员 
香港澳门标准舱船票 

每推广日 1 张; 而每星期只可换领 2 张 

28 分* 

金卡会员 
每推广日 1 张; 而每星期只可换领 4 张 

*会员可用户口积分结余换领金光飞航船票。 

4. 金沙会船票 

a. 金光飞航船票来回航线包括:  

澳门氹仔客运码头 

或 

澳门外港客运码头 

 

香港港澳码头 

或 

香港中国客运码头 

b. 所需积分将会在会员户口内扣除。 

c. 所有船票只限即班航班，钻石卡会员则可换领 6 小时内由澳门至香港航班之船票。 

d. 于换领奖赏时，会员必需亲自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中国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或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

及有效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船票发出时，会员编号将被列印于船票上。 

e. 会员必须为换领船票之唯一或其中一位使用者，于澳门或香港登船时必须出示会员卡，以便核实身份。 

f. 会员于换领船票时，必须提供个人密码。若密码输入错误三次，其户口将被锁定，会员必须亲身到金沙会柜台

重设密码及启动户口。 

g. 金光飞航船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h. 换领金光飞航船票不适用于公众假期及其他指定日子。其他指定日子将于各船票购买及换领柜台公布。 

i. 会员严禁向第三者售卖或转让船票。 

j. 凡违反上述条款及细则进行出售或转让船票之会员，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取消会员资格或取消换领

免费船票之优惠，而无须预先通知。 

k. 换领船票柜台 (香港): 

i. 香港上环: 信德中心 304A 号铺 

ii. 香港尖沙咀: 中港城 1 字楼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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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换领船票柜台 (澳门): 

i. 澳门威尼斯人 

-  澳门威尼斯人综艺馆售票中心（综合馆一楼大堂） 

-  酒店大堂售票处 

ii.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iii. 澳门百利宫: 澳门四季酒店售票处 

iv. 金沙城中心: 

- 近于假日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 近于喜来登酒店大堂金光票务售票处 

v. 澳门巴黎人:  澳门巴黎人一楼售票处 

vi. 金光飞航自助服务机 
 

5. 推广日指当天早上 6 时至翌日早上 5 时 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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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赏港珠澳大桥巴士车票 
1. 推广期由 2018 年 10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6 时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5 时 59 分。 

2. 金沙会会员于任何一个推广日内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

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角子机或赌台累积满指定积分，便可当日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

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换领奖赏。 

3. 换领详情如下面列表： 

奬赏 会员卡 所需积分 车票类别 最多换领次数 积分扣除 

港珠澳大桥 

港澳一号 

巴士车票换领券 
 
 

钻石卡 

3 分 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 1 张 

每推广日 1 次 不需要 

5 分 
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 2 张 

澳门香港来回巴士车票 1 张 

红寳卡 

6 分 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 1 张 

10 分 
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 2 张 

澳门香港来回巴士车票 1 张 

金卡 
6 分 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 1 张 

10 分 澳门香港来回巴士车票 1 张 

 

4. 港珠澳大桥港澳一号巴士车票换领券于金沙娱乐场、百利宫娱乐场、威尼斯人娱乐场、金沙城中心喜雅娱乐区、金沙城

中心凯运娱乐区及巴黎人娱乐区之金沙会柜台发出。 

5. 换领单程车票奖赏的会员将于金沙会柜台获取指定数量之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换领券。 

6. 换领来回车票奖赏的会员将于金沙会柜台获取一张澳门往香港单程巴士车票换领券及一张香港往澳门单程巴士车票换领

券。 

7. 澳门往香港巴士车票换领券 

i. 此车票换领券可于换领日翌日起计 2 日内换领实体车票。 

ii. 此车票换领券可换领由澳门往香港指定数量之港澳一号巴士车票。此奖赏仅限于换领即班车票。 

iii. 会员可于以下地点凭车票换领券换领实体车票: 

 澳门金沙: 澳门金沙大堂客户服务台 

 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旅游 (612 号铺) / 正门大堂礼宾部柜台 

 金沙城中心: 金光旅游 (1030 号铺) 

 澳门巴黎人: 金光旅游 (107 号铺) / 南翼巴士大堂礼宾部柜台 

iv. 营业时间 

 金光旅游: 早上 8 时 30 分至晚上 9 时 

 威尼斯人正门大堂礼宾部柜台: 24 小时 

 巴黎人南翼巴士大堂礼宾部柜台: 早上 10 时至晚上 9 时 

8. 香港往澳门巴士车票换领券 

i. 此车票换领券可于换领日翌日起计 30 日内换领实体车票。 

ii. 此车票换领券可换领由一张由香港往澳门之港澳一号巴士车票。此奖赏仅限于换领 14 日内之班次。 

iii. 会员可于以下地点凭车票换领券换领实体车票: 

 九龙观塘道 418 号 APM (地下) 

iv. APM 营业时间: 早上 11 时至晚上 12 时。 

9. 港澳一号巴士车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10. 车票完成预订后不得取消或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