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豐 Visa 信用卡尊享星際酒店「澳門銀河™」Visa 驚喜 無處不在之條款
及細則﹕
禮遇 1﹕「澳門銀河」簽賬大抽獎活動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只適用於由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卡公司」)在澳門地
區發行之大豐 Visa 信用卡，並以該卡簽賬付款方可享有優惠。
2. 「澳門銀河」Visa 驚喜無處不在抽獎活動 （下稱「推廣活動」）由新
銀河娛樂有限公司（“銀河”）主辦。
3. 活動日期由 2020 年 8 月 1 日開始，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晚上 10 時 00
分為止 （下稱「活動期間」
）。時間以「澳門銀河」官網為依據。
參加資格及辦法﹕
4. 推廣活動只適用於有效之大豐 Visa 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下稱「大豐
Visa 信用卡」)之持卡人（下稱「持卡人」）
。凡參與推廣活動的持卡人
（下稱「參加者」）必須在活動期間單日内於「澳門銀河」任何商戶單
次或最多兩次以大豐 Visa 信用卡通過 Visa 網絡成功簽賬滿指定消費金
額 （消費金額意指扣除其他優惠後並附加 10%服務費及 5%政府稅，
如適用）方符合參加推廣活動的資格。
5. 於「澳門銀河」一間或兩間參與商戶單日内一次或最多兩次合計消費
滿澳門幣 1,000 元可獲抽獎機會 1 次；合計消費滿澳門幣 2,000 元可獲
抽獎機會 2 次，如此類推，每張消費收據抽獎機會上限為 3 次。
6. 活動期間内，參加者本人必須於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親臨「澳門
銀河」翡翠大堂抽獎櫃檯出示以下物品*，並透過微信平臺參與抽獎:
6.1. 一間或兩間參與商戶即日發出的單一張或最多兩張消費收據及相
應之大豐 Visa 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
6.2. 與上述交易相應之大豐 Visa 信用卡。
*所出示之消費收據需給予「澳門銀河」員工透過銀河所持有之電子設備
以攝影方式作記錄，並於抽獎結束後蓋印證明完成抽獎。
**於晚上 9 時後合資格之交易可於翌日晚上 10 時前在活動期間内參加抽
獎。
7. 合資格參加者於抽獎櫃檯透過掃描活動二維碼進入抽獎活動頁面。
抽獎中獎規則﹕
8. 合資格參加者於抽獎櫃檯出示前述 6.1 至 6.2 所指之物品即可透過微信
平臺參與抽獎，并可於抽獎後即時獲得該次抽獎之獎品。
9. 每位合資格參加者於活動期間可參與抽獎的次數並無限制。
10. 獎品：是次活動每位得獎者每次抽獎可獲下列其中一份獎品：

獎品

得獎者數量

獎品
「澳門銀河」餐飲券總值$10,000
共8名
1
獎品
「澳門銀河」餐飲券 價值$100
共 5,440 名
2
下列其中一份精選「澳門銀河」餐飲禮遇﹕
(a) 免費精選迎賓特飲乙杯（適用於澳門悦榕庄 尚坊）﹔
(b) 免費精選迎賓特飲乙杯（適用於澳門大倉酒店
獎品
指定餐廳 - 包括山里、和庭餐廳、奈和美）﹔
19,200 名或以上
3
(c) Perrier-Jouët 香檳乙杯 ( 適用於澳門麗思卡爾
頓 - 麗思咖啡廳)﹔
(d) 精選紅酒或白酒乙瓶（適用於澳門 JW 萬豪酒店
- 萬豪中菜廳）
11. 獎品將以實體禮券或電子禮券形式送出。獎品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
束。
12. 抽獎將以電腦程式隨機抽出。參加者不得提出任何有關獎品之更替、
代替或更改之請求。
13. 以下交易明確排除在推廣活動之外，而無資格參加推廣活動： 並不包
括但不限於網上零售交易、現金透支、年費、財務費用、手續費、免
息現金分期手續費、自動繳費或轉賬、分期付款金額、保險費用、兌
換飛行里數手續費、繳稅、郵購、電話或傳真訂購、賭場交易、澳門
通自動增值服務、投機買賣，及任何虛假、未經許可、未能成功誌賬、
已取消或已退款的交易款項、任何其他非參與商戶所進行之簽賬交易、
及無法以大豐 Visa 信用卡賬單證明的簽賬交易。
抽獎地點及日期﹕
14. 抽獎地點：「澳門銀河」翡翠大堂抽獎櫃檯(The Apron 蠔吧扒房旁)。
15. 抽奬將於以下日期進行：抽獎將於 2020 年 8 月 1 日早上 10 時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晚上 10 時期間根據參加者參與抽獎時間不定時進行。
抽獎領獎安排﹕
16. 得獎者將於完成抽獎後直接獲得獎品。
其他條款﹕
17. 參加活動者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18. 銀河保留取消參加者抽獎資格之權利而無須發出事先通知，如參加者：
1） 違反本條款及細則，或其他銀河將不時修改及/或公佈的條款、細
則或規則; 2）以非法或不誠實的手法參加活動；及 3） 在銀河的絕對
酌情權下被認爲應 該取消參加資格。
19. 銀河將保留權力，於其他澳門認可之時間及方式公佈抽獎結果，而銀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河將不會對其公佈結果的延誤或失誤負責。
所有獎品不得轉售或轉讓予他人、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或服務。如未
使用應得之權利，將不會獲得退費。
遺失之禮券將不獲補發。
卡公司、Visa 及「澳門銀河」不會就參與商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承
擔任何責任。
在任何情況下，銀河均不會因電腦、網絡、電話、網站、伺服器在處
理、上載或其他技術問題而損壞、遺失資料或其他問題直接或間接導
致的任何損失、損害、利潤損失或其他經濟損失負責，而參加者將不
可對銀河就其他損失或損傷提出申索。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内，卡公司、Visa 及「澳門銀河」有權隨時修改此
推廣活動時間表、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推廣活動，母需就有關改
動另行通知大豐 Visa 信用卡持卡人，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
所引起的責任。
活動中有任何爭議，「澳門銀河」擁有全權及唯一的權力詮釋所有規
則。
若違反推廣活動之規定，參加者將會喪失其抽獎及得獎資格。
若本條款中文與英文版本之規則及内容存有差異，則一切以中文版本
之規則及條款為標準。
是項活動的參加者同意遵守由銀河所刊登及修改的條款及細則，以及
接受任何銀河所作的最終決定。此活動禁止銀河娛樂集團之所有員工
及其直系家屬參加。“直系家屬”包括員工之父母、配偶、兄弟姊妹
以及兒女。參與是項活動之所有參加者自動授權予「澳門銀河」列印、
刊登、轉播或於其他媒體發佈其姓名或肖像的權利。此項活動之參加
者必須接受及同意上述所有條款，以及聲明已年滿 18 歲且並非本公司
之員工或員工之直系家屬。

禮遇 2﹕星際酒店及「澳門銀河」餐飲現金立減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29. 優惠只適用於由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卡公司」)在澳門地
區發行之大豐 Visa 信用卡，並以該卡簽賬付款方可享有禮遇。
30.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適用於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包
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31. 優惠只適用於有效之大豐 Visa 信用卡主卡或附屬卡（下稱“大豐 Visa
信用卡”）之持卡人（“持卡人”）。持卡人必須以該卡通過 Visa 網
絡成功簽賬並單筆消費滿指定金額 (消費金額意指扣除其他優惠後並
附加 10%服務費，如適用) 後可享有優惠。
32. 倘若客戶未能以大豐 Visa 信用卡並以 Visa 網絡成功付款，賬單將以正
價計算。

33. 每張大豐 Visa 信用卡之每個交易限享受現金立減優惠一次。優惠不適
用於分拆簽賬。
34. 優惠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建議提前預訂並視乎餐廳訂座情況而定。
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
35. 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36. 酒店住宿優惠需透過「澳門銀河」微信官方賬號方可享有。
37. 星際酒店 8 折餐飲優惠券有效日期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交易金額必
須以大豐 Visa 信用卡支付。詳情請參閲餐飲券背面之條款及細則。
38. 優惠並無現金價值，不可更換及不能兌換現金、其他商品或折扣。
39. 優惠可與銀娛優越會優惠及其他指定優惠同時使用。
40. 優惠只適用於星際酒店及「澳門銀河」指定之參與餐廳。
41. 若參與商戶停止營業，該參與商戶所提供之優惠將即時終止。
42. 若於交易時遇到任何大豐 Visa 信用卡或交易系統的問題，請直接聯繫
卡公司或 Visa 客戶服務熱線 0800-454 查詢。
43. 卡公司、Visa 、星際酒店及「澳門銀河」不會就參與商戶所提供之產
品或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44.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卡公司、Visa、星際酒店及「澳門銀河」有權隨
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優惠，毋需就有關改動另行通知持卡
人，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所引起的責任。
45. 所有事宜和爭議，將由星際酒店、
「澳門銀河」及參與商戶作出最終決
定。
46.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有所差歧，一概以中文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