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豐銀聯雙幣信用卡尊享銀河 x 銀聯「佳節聚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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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聯雙幣信用
卡(下稱「大豐銀聯信用卡」)，並以該卡簽賬付款方可享有優惠。
酒店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銀河酒店」及「百老匯酒店」﹕

2.

可供預訂日期：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

3.

可選住宿日期：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4.

不適用(住宿)日子：2020 年 12 月 31 日 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2 月 20
日。

5.

預訂不能取消、不能更改及不能退款。如當天未能抵達酒店，房費將不能退回。須以卡號以 62
開頭有效的大豐銀聯信用卡（卡號以 62 開頭的銀聯卡，惟指定港澳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人民幣銀
聯卡及港澳發行的提款卡除外）繳付預付款，如因大豐銀聯信用卡資料無效或無法收取房費，預
訂將被取消或不被接受。

6.

客人必須於登記入住時出示用於訂房之大豐銀聯信用卡，並同時提供有效簽名以作身份核對手續。
酒店將保留拒絕未能提供以上資料之客人辦理入住手續的權利。

7.

以註冊帳號預訂即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之住宿可享低至 9 折之網上預訂額外優惠。

8.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9.

優惠名額有限並視乎客房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10. 住宿預訂以港幣/澳門幣計算，並附加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
11. 登記入住的客人，必須為 18 歲或以上之人士。
12. 入住「銀河酒店」及「百老匯酒店」時可獲澳門幣 100 元餐飲券及價值高達澳門幣 880 元澳門悦
榕 Spa30 分鐘“加倍歡享”護理禮券。餐飲券適用於以下參與商戶:


「澳門銀河」: 餐廳及酒吧: 群芳、葡軒、百樂潮州酒樓、鹿港小鎮、巧麵館、滿記甜品、
微風、庭園意大利餐廳、8 ½ Otto e Mezzo BOMBANA、Passion. by Gérard Dubois、豚王拉麵、
喜盛鐵板燒、CHA BEI、The Apron 蠔吧扒房、福臨門、蒙特卡洛巴黎咖啡館、風味小館、彭
慶記、UA「銀河影院」小食亭、UA「銀河影院」豪華貴賓影院、香港金牌海鮮火鍋、丹桂
軒、翠華餐廳、麥卡倫威士忌吧、【紅伶】



澳門悦榕庄: 悦榕吧、貝隆、悦濤廊、尚坊



澳門大倉酒店: 奈和美、大倉酒店行政酒廊、和庭餐廳、山里日本料理餐廳



澳門 JW 萬豪酒店: 萬豪中菜廳、池畔酒吧、大堂酒廊、名廚都匯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麗軒、麗思酒廊、麗思池畔廊、麗思咖啡廳、麗思卡爾頓會所



「澳門百老匯」:加東、榮記荳腐麵食、皇冠小館、百味館、巴山酸辣粉、李家菜、牛牛小
食、梓記牛什、新馬路成記粥品、鳳城禮記魚翅海鮮酒家、火宮殿、福龍葡國餐、新斗記、
33 小籠包、滷友記美食、度小月、歡樂坊、添好運點心專門店、義順牛奶、澳門路屋、泰
潮、千笹日本料理、Rethink Coffee Roasters、愛爾蘭達菲吧、佐賀橫町（日式高級燒肉）、
松花湖水餃、好彩海鮮火鍋飯店、翠華餐廳
a. 以上酒店客房提供送餐服務﹔
b. 各大餐廳之詳細營業時間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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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alaxymacau.com/zh-hant/landing/operation-updates/
13. 餐飲券及護理禮券有效期為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 日，並受個別條款及細則約束。
14. 若結算金額超出餐飲券券金額，其差額則必須以大豐銀聯信用卡結賬。
15. 「銀河酒店」任何客房最多可登記入住 3 位成人，或 2 位成人加 2 位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如第
三位登記之賓客已年滿 13 歲或需要加床服務，均需加收每人每晚港幣/澳門幣 388 元。所有附加
費用均需加收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
16. 「百老匯酒店」房間入住人數上限：


大床或雙床客房入住人數最多為 2 位成人及 1 位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



雙房行政套房入住人數最多為 5 位成人（需附加第五位賓客每晚港幣/澳門幣 388 元之入住
費用，並加收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或 4 位成人及 2 位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



百老匯套房及總統套房入住人數最多為 3 位成人（需附加第三位賓客每晚港幣/澳門幣 388
元之入住費用，並加收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
，或 2 位成人及 2 位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

17. 任何延長住宿均需視乎酒店當天的實際供應情況而定，並以酒店提供之最優惠房價作為計算標
準。
18. 卡公司及銀聯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銀聯國際」)不會就參與商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承擔任何責
任。
19.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 (下稱「銀河」)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
止推廣活動，毋需就有關動作另行通知，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所引起的責任。
20. 所有事宜和爭議，銀河保留最終解釋及决定之權利。
21. 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存有差歧，一概以中文版本爲準。
星際酒店﹕
22. 可供預訂日期：2020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
23. 可選住宿日期：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24. 不適用(住宿)日期: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14 日至 2 月 20 日。
25.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26. 所有賓客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方可預訂此優惠。
27. 優惠名額有限並視乎客房實際供應情況而定。
28. 優惠一經預訂即需以大豐銀聯信用卡支付，並不可取消、更改或退款。
29. 優惠須以卡號以 62 開頭的大豐銀聯信用卡（卡號以 62 開頭的銀聯卡，惟指定港澳發卡機構所發
行之人民幣銀聯卡及港澳發行的提款卡）繳付預付款，如因大豐銀聯信用卡資料無效或無法收取
房費，預訂將被取消或不被接納。
30. 以大豐銀聯信用卡預訂星際酒店米芝蓮星級尊尚體驗，可以 68 折享用五星級酒店住宿及米芝蓮
二星「風味居」雙人套餐、澳門幣 100 元餐飲券及價值高達澳門幣 880 元澳門悦榕 Spa30 分鐘“加
倍歡享”護理禮券。餐飲券適用於以下參與商戶:


大堂酒廊



Passion. by Gérard Dubois



珍味館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81/99 M 號法令第四條第二款及第 2/2004 號法律第五
條第一款的規定，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賓客須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進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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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


風味居



品味坊



品味吧

31. 餐飲券及護理禮券有效期為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 日，並受個別條款及細則約束。
32. 若結算金額超出餐飲券金額，其差額則必須以大豐銀聯信用卡結賬。
33. 住宿預訂以港幣/澳門幣計算，並附加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
34. 入住時間為下午 3 時後，退房時間為中午 12 時前。
35. 任何客房最多可登記入住 3 位成人，或 2 位成人加 2 位 12 歲或以下之小童。
36. 如第三位登記之賓客已年滿 13 歲或需要加床服務，均需加收附加費用。星際酒店將收取每人每
晚港幣/澳門幣 400 元，所有附加費用均需加收 10%服務費及 5%旅遊稅。
37. 任何延長住宿均需視乎酒店當天的實際供應情況而定，並以酒店提供之最優惠房價作為計算標
準。
38. 客人必須於登記入住時出示用於訂房之大豐銀聯信用卡，並同時提供有效簽名以作身份核對手續。
酒店將保留拒絕未能提供以上資料之客人辦理入住手續的權利。
39. 卡公司及銀聯國際不會就參與商戶所提供之産品或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40.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銀河娛樂集團 (下稱「銀河」)有權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更改或終止推廣
活動，毋需就有關動作另行通知，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所引起的責任。
41. 所有事宜和爭議，銀河保留最終解釋及决定之權利。
42. 若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存有差歧，一概以中文版本爲準。
星際酒店雙人套餐之條款及細則﹕
43. 雙人套餐使用期限僅限入住期間。
44. 雙人套餐只適用於星際酒店風味居。
45. 請於入座時出示房卡及預訂資料給餐廳員工確認。
46. 只限堂食。
47. 如另有費用産生，享用優惠後餘額須以大豐銀聯信用卡支付。
48. 建議提前致電訂座，如沒有預約，用餐高峰時可能需要等位，詳情請上風味居網站查詢。
49. 請穿著休閒正裝，謝絕背心、涼鞋及拖鞋。歡迎五歲或以上兒童。
50. 此套餐不可與其他推廣或優惠、折扣同時使用，亦不得兌換現金、不可作部份兌換及轉售。
51. 星際酒店對任何經損壞、被盜、更改或以任何方式竄改之餐券將不獲接受或補發。
52. 星際酒店及參與餐廳保留修訂任何條款或隨時終止推廣活動之所有權利，並不作另行通知。倘有
任何意見或爭論則以星際酒店之決策為最終決定。條款及細則如有差異，一概以中文版爲準。
餐飲消費大抽獎之條款及細則﹕
53. 銀河 x 銀聯「佳節聚優惠」餐飲消費抽獎活動（下稱「推廣活動」）由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銀
河”）主辦。
54. 推廣活動由 2020 年 12 月 1 日早上 11 時開始，至 2021 年 2 月 26 日晚上 11 時 59 分結束 （下稱
「推廣期間」
）
。時間以「澳門銀河」官網為依據。
55. 推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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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聯雙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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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下稱「大豐銀聯信用卡」)。凡參與推廣活動的大豐銀聯信用卡(卡號以 62 開頭)持卡人（卡
號以 62 開頭，惟指定港澳發卡機構所發行之人民幣銀聯卡及港澳發行的提款卡除外）
（下稱「參
加者」）必須單日内於星際酒店、
「澳門銀河」及「澳門百老匯」參與推廣活動之餐飲商戶以大豐
銀聯信用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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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參加推廣活動。
56. 單日内單次簽賬滿澳門幣 500 元可獲抽獎機會乙次；單日内單次簽賬滿澳門幣 1,000 元可獲抽獎
機會兩次；單日内單次簽賬滿澳門幣 1,500 元或以上可獲抽獎機會三次。
57. 參加者本人於收據發出當天*親臨抽獎櫃檯出示以下物品**，即可透過微信平台參與抽獎，並可於
抽獎後即時獲得該次抽獎之獎品。
a. 參與商戶發出的消費收據正本；
b. 與上述交易相應之大豐銀聯信用卡及其簽賬存根正本。
*於晚上 9 時後發出之合資格消費收據及大豐銀聯信用卡簽賬存根正本可於翌日抽獎櫃檯開放時
間内參加抽獎。
**所出示之消費收據及簽賬存根正本需給予本公司員工透過銀河所持有之電子設備以攝影方式
作記錄及内部審核用，並於抽獎結束後蓋印證明完成抽獎。
58. 每位合資格參加者於推廣期間可參與抽獎的次數並無限制。
59. 每位得獎者每次抽獎後可獲下列其中一份獎品：
獎品
獎品 1
獎品 2
獎品 3

「銀河酒店」豪華客房免費住宿乙晚
餐飲券總值澳門幣 500 元（適用於星際酒店、「澳門銀河」及「澳門百老
匯」指定餐廳）
餐飲券價值澳門幣 100 元（適用於星際酒店、「澳門銀河」及「澳門百老
匯」指定餐廳）

獎品數量
12 份
88 份
3,560 份

下列其中一份精選餐飲禮遇︰
免費精選海鮮或肥牛拼盤乙份 價值澳門幣 288 元 （適用於「澳門百老匯」
獎品 4

指定餐廳品嚐火鍋時享用）

20,000 份或
以上

免費精選甜品乙份（適用於星際酒店指定餐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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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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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抽獎地點：星際酒店大堂禮賓部櫃檯、
「澳門銀河」時尚大道東禮賓部(麥當勞旁)及「百老匯酒店」
大堂櫃檯 (百味館旁)。
櫃檯開放時間：
（周一至周日）上午 11 時至晚上 10 時。
63. 參加者必須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64. 銀河保留取消參加者抽獎資格之權利而毋需發出事先通知，如參加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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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非法或不誠實的手法參加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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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銀河的絕對酌情權下被認爲應該取消參加資格。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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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銀河將不會對其公佈結果的延
誤或失誤負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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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未使用應得之權利，將不
會獲得退費。
67. 遺失之實體禮券或電子禮券將不獲補發。
68. 卡公司、銀聯國際和銀河不會就參與商戶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承擔任何責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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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或損傷提出申索。
70.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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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需就有關改動另行通知參加者，亦恕不承擔任何以上提及之改動所引起的責任。
71. 活動中有任何爭議，銀河擁有全權及唯一的權力詮釋所有規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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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若本條款英文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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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匯」購物中心佳節購物賞之條款及細則：
74. 本「佳節購物賞」活動（以下簡稱「換領活動」）由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門銀河」）
舉辦。
75. 此活動由 2020 年 12 月 11 日早上 10 時開始起至 2021 年 1 月 3 日晚上 11:45 時截止（以下簡稱
「活動期間」
）
。
76. 此活動參加者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77. 活動期間，任何合資格客戶在「澳門銀河」
「時尚匯」購物中心任何指定零售商店於同日消費合
計滿以下表格所述的購物金額，即可憑該指定零售商店即日發出的單 1 張收據或由 2 間不同的指
定零售商店即日發出的最多 2 張收據*（每間零售商戶僅限收據乙張）換領以下獎賞:
累積簽賬金額 (港幣/澳門幣)

「時尚匯」購物中心現金券價值(澳門幣)

$10,000-$19,999

$300

$20,000-$29,999

$600

$30,000-$59,999

$1,000

$60,000-$99,999

$2,000

$100,000 或以上

$3,500

*任何購買 (a) 淨足金／淨千足金產品；或 (b) 任何於指定零售商店購買之禮券、禮品卡或現金
券，其消費收據不適用兌換此活動之獎賞。
78. 活動期間，任何合資格之大豐銀聯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卡號以「62」開頭並附有銀聯標誌的大豐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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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信用卡通過銀聯網絡在「澳門銀河」「時尚匯」購物中心任何指定零售商店於同日成功簽賬合
計滿以下表格所述的購物金額，即可憑該指定零售商店即日發出的單 1 張或由 2 間不同的指定零
售商店即日發出的最多 2 張大豐銀聯信用卡之簽賬存根正本（每間零售商戶僅限簽賬存根乙張）
換領以下由銀聯國際贈送之額外銀聯購物現金券，價值如下:

累積簽賬金額 (港幣/澳門幣)

換領銀聯購物現金券價值(澳門幣)

$10,000-$19,999

$100

$20,000-$29,999

$200

$30,000-$59,999

$500

$60,000-$99,999

$1,000

$100,000 或以上

$1,500

79. 活動期間，顧客本人必須親臨下述之禮賓部登記參加此活動及換領獎賞。於晚上 11:45 後購物的
合資格的顧客可於翌日中午 12:00 前在活動期間內換領獎賞︰
「時尚匯」購物中心現金券可於「澳門銀河」
「時尚匯」購物中心歐珀大堂禮賓部（FENDI 店旁）
或時尚大道東禮賓部（麥當勞旁）登記及換領獎賞；
銀聯購物現金券可於「澳門銀河」時尚大道東禮賓部（麥當勞旁）登記及換領獎賞。
禮賓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日，早上 10 時至午夜 12 時。
80. 合資格客戶需於消費當天到換領櫃檯出示以下物品以作獎賞換領之用︰
81. 單 1 張或 2 張由任何 2 間不同的指定零售商店當天*發出的消費收據，而換領銀聯購物現金券時
需同時提供相應之大豐銀聯雙幣信用卡及其對應之簽賬存根正本；
82. 大豐銀聯雙幣信用卡消費收據上所示之相應商品；及
83. 客戶本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
84. 所有「時尚匯」購物中心現金券及銀聯購物現金券均受指定條款及細則限制。
85. 根據以上 2 個表格裡所述「時尚匯」購物中心現金券及銀聯購物現金券均必須在 2021 年 2 月 2
日前使用。
86. 每張消費收據只能作獎賞換領一次，及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87. 恕不接受副本、不完整、毀壞、損毀、竄改或非換領獎賞當天所發出的消費收據。
88. 恕不接納所有訂金單據、信用卡簽賬存根丶手寫單據或重印的消費收據以作獎賞換領之用。
89. 合資格大豐銀聯信用卡顧客本人必須親自換領奬賞，任何「時尚匯」購物中心零售商店店主或員
工或銀河娛樂集團（定義如下）職員均不可代任何顧客領奬。
90. 任何不完整或使用虛假資料登記將被「澳門銀河」取消本次活動之資格。
91. 參加換領活動的顧客特此授權「澳門銀河」及銀河娛樂集團轄下公司（統稱「銀河娛樂集團」
）
收集、 使用、儲存（無論在澳門或其它管轄區）顧客的個人資料（以下簡稱「資料」
），並為本
條款所述目的以及餐飮、住宿及娛樂消閒服務及產品以任何方式，包括市場直銷，處理該資料。
顧客許可銀河娛樂集團將資料加密傳輸給任何經澳門法律合法授權的第三方服務提供商處理保
管。任何根據本條款及細則提供的個人資料，顧客均可隨時作出取消、修改或更新並有權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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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或銷售通訊時撤回顧客在此賦予的許可。如有需要，請致電「澳門銀河」客服熱線+853 8886
1027。
92. 「時尚匯」購物中心任何零售商戶的店主及職員均不可參加本換領活動。
93. 銀河娛樂集團員工可參加本換領活動。
94. 恕不接受任何影印、不完整、毀壞、損毀或竄改的購物現金券。
95. 購物現金券如有遺失、被盜或損毀，恕不獲「澳門銀河」回收、退款或更換。
96. 享用獎賞當天，顧客必須出示購物現金券正本及登記之身份證明文件。
97. 所有購物現金券不得轉讓、不得退款、不得兑換現金、不得更改或換成其他優惠。
98. 「時尚匯」購物中心現金券及銀聯購物現金券只限於「澳門銀河」官方網站
https://www.galaxymacau.com/zh-hant/offers/shopping/shopping-gift-voucher/ 列明的參與商店使
用。
99. 購物現金券均不得轉讓或轉售予他人使用。 如發現任何現金券被轉讓或轉售，
「澳門銀河」將對
出讓/出售的人收取該現金券之門市正價或最優惠價(如適用，該出讓/出售的人與其顧客及承接人
將被取消資格，並不得參加任何由銀河娛樂集團任何成員所舉辦的推廣及抽獎活動。
100. 任何消費收據用於活動登記，該等收據所列的一切商品均不可退還於任何零售商店。所有用作換
領現金券之商戶機印收據正本經確認後會被換領處工作人員蓋印，以示已成功換領。
101. 「澳門銀河」保留隨時在不另行通知及不作任何彌償的情況下隨時終止或取消此換領活動之絕對
權利。此換領活動終止或取消之後任何顧客的消費將不可換領任何獎賞。
102. 如有對此細則及條款的任何爭議，
「澳門銀河」保留最終裁決權。
「澳門銀河」有權隨時修訂或更
改此細則及條款，並不作另行通知。
103. 此換領活動之參加者均同意接受此活動條款及細則之約束。
104. 若本細則條款的英文與中文版本有差異，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中文版本只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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