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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信绑定万元赏」微信活动由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2. 本次活动日期由2019年11月14日至2020年1月10日。 

 
3. 本次活动的参加方法内容如下： 

 

i. 参与者必需为金沙会会员。 

 

ii. 参与者将会打开微信账号并于度假区内外扫描指定的二维码。 

 

iii. 参与者必须成为澳门金沙度假区微信号之粉丝方可接收活动信息。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核对每

位参与者的个人微信帐户的有效性。 

 

iv. 根据会员会藉，参与者将获得 1 至 2 次参与游戏的机会。 

 

v. 参与者必须于推广期内成功凭金沙会会员号及出生日期首次绑定金沙度假区微信号方可参与游戏。 

 

vi. 于推广期前已绑定金沙度假区微信号之参与者不可参与游戏。 

 

vii. 参与者将会收到微信卡劵，参与者可以下载并保存此卡券于之后奖品兑换时使用。参与者若没有下载卡券

或关闭页面则视为放弃领奖。 

 

4. 卡券如下： 

MOP10,000 购物礼券 

MOP100 餐饮礼券 

5 折餐饮券 

8 折餐饮券 

奥旋自助餐优惠 

巴黎人池畔酒吧餐饮优惠 

巴黎人沙莉蛋挞套餐 

8 折水疗优惠 

 

5. 卡券兑换: 

 

a. 于领取奖品时，得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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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核实身份。 

 

b. 所有得奖者必须于指定日期前到指定服务柜台领取奖品，逾期将被自动取消得奖资格及所得奖品。 

 

c. 换领奖赏推广钱 

 

i. 得奖者于金沙娱乐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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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巴黎人娱乐区指定服务柜枱换领奖品时必需出示奖品之微信卡券。 

 

ii. 换领券可于换领日至换领翌日一天内于账房换领奖赏推广钱。 

 

iii. 奖赏推广钱之使用有效期限为换领翌日起计七天内有效。奖赏推广钱必须于有效日期届满前使用，此券如

未兑换或逾期，均不可获退还或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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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奖赏推广钱只适用于所有参与商户包括金光票务、金光旅游、澳门金沙客户服务台以及所有参与零售商使

用。 

 

v. 购物额若少于奖赏推广钱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d. 换领澳门币 100 餐饮礼券 

 

i. 得奖者可直接于以下餐厅使用微信卡劵。 

澳门金沙 : 皎月食坊、 888 自助餐、金沙阁及高雅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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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城中心: 好味馆、南方小厨、常满饭庄、朝及奥旋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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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此微信卡券优惠不适用于餐饮套餐及酒类饮品。 

 

iii. 必须于结账时出示有效微信卡券，每次结账只可使用一张微信卡券。 

 

iv. 在使用此餐饮券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v. 消费额若少于餐饮礼券上的面值，余数将不获退款。 

 

e. 换领半价或八折餐饮券 

 

i. 得奖者可直接于以下餐厅使用微信卡劵。 

澳门金沙 : 皎月食坊、 888 自助餐、金沙阁及高雅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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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沙城中心: 好味馆、南方小厨、常满饭庄、朝及奥旋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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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此优惠于以下日期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及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1 日、25 日至 27 日 

 

iii. 此微信卡券优惠不适用于餐饮套餐或酒类饮品。 

 

iv. 必须于结账时出示有效微信卡券，每次结账只可使用一张微信卡券。 

 

v. 在使用此餐饮券折扣卡券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f. 换领免费巴黎人沙莉蛋挞套餐 

i. 得奖者可直接于巴黎人蛋挞及咖啡摊位(位于澳门巴黎人大堂)使用此微信卡劵。 

 

ii. 得奖者可凭本微信卡券换领一份免费沙莉蛋挞套餐，包括一件沙莉蛋挞及一杯 12 盎司饮料 (可选美式咖啡, 

拿铁咖啡, 卡布奇诺咖啡, 摩卡咖啡, 奶茶或各种指定川宁茶一杯) 

  

iii. 此优惠只适用于以下指定时段使用。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10 时至晚上 12 时;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上午 10 时至凌晨 1 时 

 

iv. 此优惠于以下日期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1 日、25 日至 27 日 

 

v. 此微信卡券优惠不适用于餐饮套餐或酒类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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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必须于结账时出示有效微信卡券，每次结账只可使用一张微信卡券。 

 

vii. 在使用此餐饮卡券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g. 换领奥旋自助餐优惠 

 

i. 得奖者可直接于奥旋自助餐使用微信卡劵。 

 

ii. 得奖者凭此微信卡券可享自助餐 “二人同行，一人半价”之优惠。 

 

iii. 此优惠只适用于自助午餐或自助晚餐及以下指定时段使用。 

自助午餐: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中午 12 时– 下午 3 时 

自助晚餐: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 6 时至晚上 10 时; 星期六至星期日: 下午 5 时半至晚上 10 时 

 

iv. 必须于结账时出示有效微信卡券，每次结账只可使用一张微信卡券，并于一张帐单内最多供四人使用 

 

v. 在使用此自助餐优惠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vi. 此优惠于以下日期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及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1 日、25 日至 27 日 

 

h. 换领巴黎人池畔酒吧优惠 

 

i. 得奖者可直接于巴黎人池畔酒吧使用此微信卡劵。 

 

ii. 得奖者凭此微信卡券可享指定啤酒买一送一之优惠一次。 

 

iii. 必须于结账时出示有效微信卡券，每次结账只可使用一张微信卡券 

 

iv. 在使用此自助餐优惠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v. 此优惠于以下日期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24 日、25 日及 31 日及 2020 年 1 月 1 日、25 日至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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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换领八折水疗优惠 

 

i. 得奖者可直接于以下商店使用微信卡劵。 

 

ii. 得奖者于结账时必需出示微信卡券。 

 

iii. 此优惠于以下日期不适用： 

2019 年 12 月 20 日至 31 日、2020 年 1 月 1 日至 5 日、1 月 25 日至 2 月 3 日 

 

iv. 此优惠视乎指定日子或服务之供应而定，使用此优惠前必须提前 4 小时预订。 

 

v. 预约或查询： 

 

澳门金沙水疗及美发中心：+853 8983 8890 

 

澳门威尼斯人 V 养生：+853 8118 7291 

 

康莱德酒店菩提水疗：+853 8113 6188 

 

澳门瑞吉酒店铱瑞水疗：+853 8113 4949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炫逸水疗：+853 8113 0222 

 

澳门巴黎人丽舍水疗中心：+853 8111 1221 

 

vi. 在使用此优惠时， 其他折扣不可同时使用 

 

7) 本次活动中所需提供的个人资讯 (包括姓名、生日、邮箱、金沙会会员号、微信帐号、以及其他相关资讯等) 视为本

次抽奖活动及直订阅(新闻、推广及其他)所需，以改进数据库市场细分、制定个人化市场推广、开展顾客消费行为

研究、进行统计性及满意度的调查。您的个人信息也有可能被转入我们的附属公司 或者第三方服务供货商(包括第

三方市场推广公司)。另外，您也随即授权威尼斯人澳门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在保密条件下与美国拉斯韦加斯金沙集团

(「LVSC」)、香港金沙中国有限公司(「SCL」)以及新加坡滨海湾金沙(「 MBS」)以及其他任何子公司(共同署名

「金沙」)、任何与金沙签署了书面保密协议的第三方服务供货商共享您的个人信息,目的同为上文所及。此目的是

为了保证您的信息始终如一。您认可所授权之数据会产生国际间个人信息的传输，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拉

斯韦加斯金沙集团、金沙中国、滨海湾金沙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所适用的不同的法律法规会有不同的个人信息保

密法规和保护措施。你有权查看您的个人信息、索取有关数据存储及处理的附加信息、要求任何必要的附件,并由此

撤回您的许可。您可以通过邮寄信函到澳门氹仔望德圣母湾大马路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二层行政办公室或者通

过发送邮件至 privacy@sands.com.mo 来退订我们的订阅。在您参与本次活动期间，为营销目的，您的数据将于威尼

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VML」)为于澳门经营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经营转批给合同之立约方之有效

期间内予以保存。 

 

8) 参与者一经发现作弊 , 将被取消参与及获奖资格。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拥有绝对权力推翻活

动结果及取消任何怀疑作弊、操控结果或其他不当行为的参与者资格。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

保留一切取消提供虚假资料(包括虚假帐号、个人资料或照片 )或故意拒绝提供资料的人士之参与资格的权利。 

 

9) 所有参与本次活动之人士必须年满 21 岁或以上 , 而且必须微信关注澳门金沙度假区微信公众号方可参加本次活动 。 

若透过电脑资料终端机或其他程式制造的自动参与均被视为无效。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保留一切取消干扰投

票过程而影响系统保安的人士之参与资格的权利。 

 

10) 威尼斯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东方威尼斯人澳门有限公司的员工及亲属、代理商均

不得参加本次活动以示公允。 一经发现，将被取消参与及获奖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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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位参与者皆同意永久免除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切与本次活动相关的公司之一切责任 , 包括并不限于

任何关于 递交申请表、参加活动、使用个人资料或录影、及 / 或使用参与者姓名、声音、及 / 或与是次活动或任何

媒体的宣传推广有连系的现有或尚未发现的媒体中引致的口头诽谤、书面诽谤、诋毁、侵犯私隐、公众利益、个人

及 / 或公民 权利、错误引述、故意或过失导致精神痛苦、侵犯版权 , 及 / 或任何引致的侵权行为及 / 或损害。 

 

12) 如提交之照片或 标题含有不恰当内容 , 包括但不限于口头诽谤、书面诽谤、骚扰、意淫、色情、侵犯私隐、侵犯或

挪用他人版权、注册商标或专利 ,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删除有关照片及标题的权利，并

毋须事先通知。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拥有对不恰当内容的最终及绝对决定权。 

 

13) 如任何参与者不能出席或退出是次活动 ,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选择另一参与者作替补的

权利。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拥有选择参与者的最终及绝对决定权。 

 

14) 参与者不得对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颁发的奖品有异议，奖品不可转赠、转卖、兑换现金或其

他货品。 

 

15)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一切更改、取消、延迟或修改是次活动的权利而毋须事先通知。 无

论任何时候，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取消参与者资格、修改活动规条及要求，或活动相关

的任何内容，或取消活动制作及发展的权利。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并无责任向任何媒体推广

是次活动。 

 

16) 参与者有权电邮至 activities@venetian.com.mo 通知澳门金沙度假区更改、移除或复检所提交的资料。 

 

17) 如有任何争议 , 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最终裁决权。 

 

18) 如条款及细则之英文及中文版本有任何差异 , 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19) 参与者须同意列于 HTTP://tc.sandsresortsmacao.com/policy.html 的个人私隐条款。 

 

20) 鉴于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LVSC) 总部位于美国，LVSC 品牌 组合辖下经营的酒店均受法律限制，不得与美国

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 (OFAC) 《特定国民与禁止往来人 员名单》 (List of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Other Blocked Persons)(包括恐怖分子及毒贩 )(「OFAC 名单」) 所指定之任何人士或 实体开展业务,因为 LVSC 及联属

公司会被断定自任何该等被禁止商务工作中直接或间接获取收入。OFAC 名单载于 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

center/sanctions/SDN-List/Pages/default.aspx。 参与者声明及保证他们目前并无被列入 OFAC 名单，或任何类似受限

制方名单，包括由其他政府部 门根据适用联合国、地区或国际贸易或财政制裁所持有的名单，以及 DICJ 及 / 或内部

禁止 顾客名单。 若参与者被列入任何该等受限制方名单，或于本活动期间被新增入该受限制方名单，威尼斯人路氹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保留权利取消其得奖资格，且不会向其颁发奖品，被取消资格者亦不可提出申索。参

与者进一步承诺，若参与者于本活动期间被列入或被新增入任何该等受限制名单，将立即通知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