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 – 會員權益
住宿
一、指定酒店住宿連早餐套票優惠
(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澳門巴黎人酒店、澳門康萊德酒店及澳門金沙酒店)
條款及細則
1. 以上優惠供應視乎情況而定。
2. 房費根據單人或雙人入住計算。
3. 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4. 除已付按金或以有效信用卡擔保，所有預訂均保留至澳門當地時間下午六時。若客人未能在下午
六時前確認擔保或辦理入住手續，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及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取消預訂
並將房間轉售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告。如客人未能在入住日期前 24 小時做出修改或取消，我們將
從信用卡扣除第一晚房費另加服務費及政府稅作為取消預訂費用。如客人缺席，則將從提供的信
用卡中收取首晚之房費另加服務費及政府稅。
5. 所有預訂均需按金或以有效信用卡擔保如客人於，元旦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中國農曆新年
(2021 年 2 月 11 日至 17 日)，清明節和復活節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勞動節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端午節 (2021 年 6 月 12 日至 14 日)，中秋節 (2021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中國
國慶日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聖誕節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 和除夕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入住，預訂需要在入住 72 小時前繳付所有房費連同服務費及政府稅項。如未能在入住日期
前 72 小時做出修改或取消，將於信用卡扣除全數房租及另加服務費及政府稅作為取消預訂費用。
如客人缺席亦需繳付全部房費加上服務費及有關之政府稅項。
6.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每位每晚付港幣/澳門幣 100 元之費用，此費用包含酒店早餐。
7. 13 歲或以上之成人每位每晚付港幣/澳門幣 450 元之費用，此費用包含酒店早餐。
8. 如客人之信用卡無效，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及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取消預訂並將房間轉
售之權利而不作另行通告。
9. 以上房費根據賓客入住天數計算，如賓客更改抵達日期或退房日期，所有房價將有所變動。
10. 在確認預訂後，客人如需增加入住天數，將因應入住率並以酒店之『最佳房間價格』計算其後的
房費。
11. 入住之賓客必須至少有一人為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人仕。
12. 套票收費以港幣或澳門幣計算，另加收 10% 服務費及 5%政府稅。
13. 賓客須支付其入住之全部費用。
14. 未用之套票優惠不能退款，不論是部份或者全部。
15. 早餐恕不接受訂座，以先到先得為準。

16.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17. 登記入住時間為下午 3:00 後，退房時間為上午 11:00 前。
18. 賓客須同意列於 http://www.venetianmacao.com/Company-Information/Privacy-Policy/的個
人私隱條款。
19.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及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條款而毋須另行通知之權
利。
20. 如中文及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21. 如有任何爭議，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及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

二、指定酒店之貴賓專區辦理入住/退房登記
(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澳門巴黎人酒店)
條款及細則
1. 必須於前台及貴賓專區出示中銀金沙時尚黑鑽信用卡方可享有此優惠。
2. 貴賓專區開放時間為星期五及星期六，時間為 12:00pm-08:00pm
3. 優惠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

三、可享中午 12 時提前入住及延遲至下午 2 時退房。登記入住時可享免費房間升級
(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澳門巴黎人酒店、澳門康萊德酒店)
條款及細則
1. 登記入住時須出示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方可享有此優惠。
2. 優惠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

餐飲及購物
一、於澳門金沙度假區指定餐廳尊享折扣優惠
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適用於同一個預訂及同一筆交易上,並最多可預定 8 位客人。
2.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而持卡人必須是使用此優惠的客人之一。
3. 此優惠需加收服務費及税項。
4. 此優惠須視乎預訂或購買時的供應情況而定。
5.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請查看金沙時尚網站 https://boc-hk.sandslifestyle.com/member-benefits/dining.html 查
詢指定餐廳。

二、於澳門金沙度假區指定合作商戶消費賺取 3 倍積分
條款及細則
1.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於指定金沙時尚合作商戶消費方可賺取 3 倍積分。
2. 請查看金沙時尚網站 https://boc-hk.sandslifestyle.com/member-benefits/rewards.html
查詢指定合作商戶。

娛樂及活動
一、於水療中心享護理療程折扣優惠
(適用於 V 養生、麗舍水療中心、菩提水療、炫逸水療中心及銥瑞水療中心)
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只適用於按摩護理，並須要提前預約。
2. 持卡人可親臨或透過水療中心電話預約:


澳門威尼斯人 V 養生: +853 8118 7291



澳門巴黎人麗舍水療中心：+853 8111 1221



澳門康萊德酒店菩提水療：+853 8113 6188，



喜來登炫逸水療中心: +853 8113 0222



澳門瑞吉酒店銥瑞水療中心: +853 8113 4949

3.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4. 此優惠須視乎購買時之供應情況而定。
5. 此優惠受水療中心的標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二、健身中心享健身會員折扣優惠
(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V 健身中心、澳門巴黎人酒店健身中心及澳門康萊德酒店健身中心)
條款及細則
1.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2. 此優惠須視乎購買時之供應情況而定。
3.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4. 此優惠受健身中心的標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三、休閒設施折扣優惠
(適用於兒童地帶、兒童王國、澳門巴黎鐵塔、水世界及澳門 teamLab 超自然空間)
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僅限於每日每筆交易 4 張門票，且並不適用於生日派對套餐。
2. 持卡人可親臨兒童地帶、兒童王國、澳門巴黎鐵塔、水世界及澳門 teamLab 超自然空間售票
處購買門票。
3.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4. 此優惠須視乎購買時之供應情況而定。
5.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此優惠受其所屬的標準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四、購買指定活動及音樂會門票享折扣優惠
條款及細則
1. 此優惠僅限於每日每筆交易 4 張門票。
2.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此優惠。
3.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4. 須通過金光票務網站 https://cn.cotaiticketing.com 或親臨售票處購買。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區 -金光綜藝館售票處（酒店西翼大堂）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區 – 酒店東門大堂售票處

旅遊
一、購買金光飛航標準艙及頭等艙船票享折扣優惠
條款及細則
1. 必須使用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付款，方可享有此優惠。
2. 此優惠只適用於在金光飛航指定票務櫃檯購票。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區
 金光旅遊(612 號舖 3 樓)
 酒店西翼大堂禮賓部

 金光票務™ 北及南售票處(金光綜藝館™, 一樓)


澳門巴黎人酒店 - 金光旅遊(107 號舖 G/F)



澳門倫敦人
 金光旅遊 (澳門倫敦人, 倫敦人購物中心 1 樓 1030 舖)
 澳門康萊德酒店大堂禮賓部
 澳門倫敦人酒店大堂禮賓部
 禮賓部，4 樓（澳門倫敦人，喜來登大酒店）



澳門氹仔客運碼頭
 金光飛航售票處（碼頭二樓，1-12 號櫃台）(暫停)

3. 此優惠僅適用於購買金光飛航標準艙及頭等艙船票。
4. 此優惠適用於購買金光飛航市區航線船票。
5. 金光飛航市區航線指：


澳門氹仔客運碼頭往返香港港澳碼頭

6. 每張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每天最多只可以購買四張單程之金光飛航優惠船票。
7. 信用卡持卡人必須與同行者一同入閘乘搭同一航班，同行者不受年齡限制。
8. 優惠船票視乎座位供應狀況而定。
9.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及優惠同時使用。
10.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金光飛航電子船票及電子換票券。
11. 船票一經發出，不得作任何更改、退票或退款。
12. 金光飛航將不會負責及補發任何遺失或被盜的船票。
13. 金光飛航保留不時更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14. 此優惠受金光飛航“乘客及行李運載條款”約束。
15. 金光飛航保留對該活動的最終決定權。

二、享澳門金沙度假區內 3 小時免費自助泊車
(適用於澳門威尼斯人酒店、澳門巴黎人酒店及澳門倫敦人)
條款及細則
1. 必須於停車場繳費處出示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方可享三小時免費泊車。
2. 會員除享有 3 小時免費自助泊車外，憑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在澳門金沙度假區內消費滿澳門元
500 或以上，可額外享有 2 小時免費自助泊車（總共 5 小時）。會員必須在繳費處同時出示
當日信用卡收據及相應的中銀金沙時尚信用卡。
3. 此優惠不可以任何方式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以上各權益均受到以下條款約束
1.

澳門巴黎人/澳門康萊德/澳門金沙/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條款而毋
須另行通知之權利。

2.

澳門巴黎人/澳門康萊德/澳門金沙/威尼斯人路氹股份有限公司將保留所有爭議之最終決定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