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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葡京尚品匯購物賞 - 活動條款及細則 

 
1. 條款及細則：本「上葡京尚品匯購物賞」活動（以下簡稱「活動」）受以下條款及細則約束。 

2. 主辦方：此活動由上葡京舉辦。 

3. 活動日期：此活動由 2023 年 3 月 20 日早上 10 時開始起至 2023 年 4 月 3 日晚上 9 時 59 分截止（以下簡

稱「活動期間」）。 

4. 顧客參加資格：此活動參加者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5. 活動： 

1) 活動期間，合資格顧客於同日在「尚品匯」購物中心指定零售商店累積淨消費滿以下列表所述的總

計金額，即可換領以下獎賞。每次換領獎賞只接受最多兩張有效消費單據（每間零售商店僅限一張

單據）。 

淨消費金額 

（澳門元） 

代金券 / 住宿禮券（澳門元） 

餐飲 購物 上葡京禮品廊 酒店住宿一晚 

$3,000 – $7,999 $100 餐飲 或 購物代金券 - - 

$8,000 – $19,999 $100 $100 $50 - 

$20,000 – $44,999 $250 $250 $100 - 

$45,000 – $99,999 $700 $600 $200 - 

$100,000 – $149,999 $1,000 $900 $300 澳門上葡京豪華客房 

$150,000 或以上 $2,200 $2,200 - THE KARL LAGERFELD 經典客房 

合資格顧客可獲 NY8新八佰伴澳門元 50 優惠券及上京品嚐指定贈飲乙杯（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2) 淨消費金額是指在使用任何折扣、特別優惠、優惠券或會員積分後收取的最終金額。 

3) 每位顧客於整個推廣活動期間最多可參加換領獎賞二十次（不論消費金額）。 

4) 獎賞均以先到先得，換完即止形式換領。 

5) 獎賞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優惠。 

6) 每張消費單據只能作獎賞換領一次，及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 於尚品匯購物中心消費： 

以參加以上第5條款所述之活動： 

1) 第5條款所述之累積總計金額需集合當天指定零售商店即日發出的單一張收據或由兩間不同的指定零

售商店即日發出的最多兩張收據之消費，商店需向顧客提供有效消費單據以供換領。 

2) 只限於以下上葡京參與商店所發出的消費單據方為有效：  

AI 數碼、安可甜點、亞歷山大麥昆、美珍香、寶璣、百年靈、Brunello Cucinelli、卡地亞、cdf澳門

上葡京店*、cdf澳門上葡京店 — 女士體驗店、cdf澳門上葡京店 — 紳士精品館、cdf beauty、蔻

依、澳門咀香園餅家、中僑參茸、點晴品．周生生集團 、Dior Beauty、DR.AI 人工智能體驗中心、

便民館、花紋、庭園LM婚禮、萬國錶、卡爾 拉格斐、鉅記手信、老行家、愛銀飾、六福珠寶、NY8 

新八佰伴、OUTRO 婚紗婚攝、澳門品芳餅家、澳門英記餅家、悅之茶、伯爵、勞力士、御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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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希爾曼畫廊、御銀座、上葡京禮品廊、帝舵表、途明、江詩丹頓、華倫天奴、Vilebrequin、

真力時及6226 Cheese Cake Cheese Tart。 

“澳門原創”指定零售商店： 853＋Concept Store、數星星、DVM珠寶設計、IMC Café、

MACCREW、和陽小日及黃枝記。 

*以下cdf澳門上葡京店的品牌專櫃歸納為「獨立店」:  巴黎世家、寶珀、蕭邦、戴比爾斯、愛馬仕

（腕錶）、積家、Jimmy Choo、浪琴錶、Messika、瑪尼、梅森馬吉拉、萬寶龍、沛納海、

Qeelin、Rene Caovilla、TASAKI。 

 

3) 每張消費單據需最少達澳門元200。 

4) 不同消費日期或非換領獎賞當天之消費單據恕不接納。 

5) 任何購買 （i） 淨足金／淨千足金產品／鉑金／淨鉑金產品；或 （ii） 禮券、禮品卡或現金券之消

費收據不適用兌換此活動之獎賞。 

6) 如消費單據上所示之單據總額為港幣（HKD）或人民幣（RMB），此活動將視其單據總額為澳門元

（MOP）並以 1：1 計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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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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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換領獎賞： 

1) 換領地點及時間： 上葡京一樓 -「尚品匯」購物中心商場禮賓部櫃檯； 

櫃檯服務時間：早上 10 時正至晚上 10 時正 

2) 活動期間，顧客本人必須親臨「尚品匯」購物中心商場禮賓部櫃檯登記參加此換領活動。 

3) 合資格顧客本人必須親自換領奬賞，任何「尚品匯」購物中心零售商店店主、員工或上葡京職員均

不可代任何顧客領奬。 

4) 「尚品匯」購物中心任何零售商店的店主及職員可根據指引參加本換領活動。 

5) 合資格顧客需於消費當天到商場禮賓部櫃檯登記並出示以下物品以作獎賞換領之用： 

i. 由指定零售商店即日發出之有效消費單據（單據總數上限兩張，每間零售商店僅限一張單據） 

ii. 每張消費單據上所示之購買貨品 

iii. 顧客本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或護照）正本；及 

iv. 顧客之電話號碼 

6) 任何消費單據用於活動登記，該等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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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代金券、購物代金券或住宿禮券之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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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任何不完整或使用虛假資料登記將被取消本次活動之資格。 

8) 於第 5 條款列表所述之代金券組合不能作任何更改。 例如：澳門元 200 購物代金券及澳門元 400

餐飲代金券之獎賞不可更改成澳門元 300 購物代金券及澳門元 300 餐飲代金券。 

 

8. 使用上葡京餐飲代金券 （「餐飲代金券」）： 

1) 餐飲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9 日。所有餐飲代金券必須於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餐飲代金

券如未兌換或逾期，均不可獲得退還或退款。 

2) 餐飲代金券只適用於代金券背後所列明之參與餐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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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餐飲代金券不可與其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且不可分拆帳單。 

4) 餐飲代金券只限堂食單點菜單享用（不適用於任何含酒精類飲品）。 

5) 餐飲代金券均不得轉讓或轉售予他人使用。 如發現任何餐飲代金券被轉讓或轉售，該出讓/出售人

與其顧客及承接人不得參加上葡京未來所舉辦的推廣活動。 

6) 任何餐飲代金券經損壞、更改、複制、手寫、偽造、水浸或涉嫌經篡改即屬無效且不得使用。 

7) 所有餐飲代金券均受指定條款及細則限制。 

 

9. 使用上葡京購物代金券 （「購物代金券」）： 

1) 購物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9 日。所有購物代金券必須於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購物代金

券如未兌換或逾期，均不可獲得退還或退款。 

2) 購物代金券只限於以下列上葡京之參與商店使用：  

AI 數碼、安可甜點、亞歷山大麥昆、美珍香、寶璣、百年靈、Brunello Cucinelli、卡地亞、cdf 澳

門上葡京店、cdf 澳門上葡京店 — 女士體驗店、cdf 澳門上葡京店 — 紳士精品館、cdf beauty、蔻

依、澳門咀香園餅家、中僑參茸、點晴品．周生生集團 、Dior Beauty、DR.AI 人工智能體驗中

心、便民館、花紋、庭園 LM 婚禮、萬國錶、卡爾 拉格斐、鉅記手信、老行家、愛銀飾、六福珠

寶、NY8 新八佰伴、OUTRO 婚紗婚攝、澳門品芳餅家、澳門英記餅家、悅之茶、伯爵、勞力士、

御品、星巴克、希爾曼畫廊、御銀座、上葡京禮品廊、帝舵表、途明、江詩丹頓、華倫天奴、

Vilebrequin、真力時及 6226 Cheese Cake Cheese Tart。 

 “澳門原創”指定零售商店：  853＋Concept Store、數星星、DVM 珠寶設計、IMC Café、

MACCREW、和陽小日及黃枝記。 

3) 購物代金券均不得轉讓或轉售予他人使用。 如發現任何購物代金券被轉讓或轉售，該出讓/出售人

與其顧客及承接人不得參加上葡京未來所舉辦的推廣活動。 

4) 任何購物代金券經損壞、更改、複制、手寫、偽造、水浸或涉嫌經篡改即屬無效且不得使用。 

5) 所有購物代金券均受指定條款及細則限制。 

 

10. 使用上葡京禮品廊購物代金券 (「禮品廊代金券」)： 

1)       禮品廊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9 日。 

2)       禮品廊代金券只適用於上葡京禮品廊購買零售產品。 

3)       禮品廊代金券由上葡京發行及擁有。如有損壞、遺失或被盜，恕不受理，並不補發。 

4)       禮品廊代金券只接受正本，不可與其他折扣優惠、禮品卡或現金券作結帳之用同時使用。 

5)       禮品廊代金券只適用於購買零售產品使用。 

6)       禮品廊代金券不得轉贈、轉賣、兌換現金、購買任何其他產品或服務。餘款將不予退還。 

7)       任何消費只可以現金、信用卡或電子支付方式付款。 

8)       任何涉嫌經篡改或透過欺詐或非法手段獲得之券均屬無效。 

 

11. 使用 NY8新八佰伴澳門元 50優惠券 (「優惠券」)： 

1)       優惠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9 日。 

2) 優惠券只適用於單筆消費滿澳門元 500 或以上。 

3) 優惠券不適用於指定櫃台或產品，詳情請向店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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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優惠券只適用於 NY8 新八佰伴上葡京店。 

5)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一張優惠券，付款前必須出示優惠券方可享有優惠。 

6) 優惠券須蓋上新八佰伴印章方為有效。 

7) 優惠券不能兌换現金及不設找贖。 

8) 優惠券如有盗竊、遺失、損壞或塗改，恕不補發。 

9) 優惠券不適用於與其他優惠共同使用。 

10) 推廣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新八佰伴將保留最終决定權。 

 

12. 使用 NY8新八佰伴上京品嚐贈飲禮券 (「贈飲禮券」)： 

1)       贈飲禮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9 日。 

2) 贈飲禮券只適用於 NY8 新八佰伴上京品嚐。 

3) 贈飲禮券須蓋上 NY8 新八佰伴印章方為有效。 

4) 贈飲禮券不能兌换現金及不設找贖。 

5) 贈钦禮券如有盗竊、遺失、損壞或塗改，恕不補發。 

6) 條款及细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NY8 新八佰伴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使用上葡京水療禮券 (「水療禮券」)： 

1) 水療禮券只適用於上葡京水療中心內購買水療產品和服務。 

2) 水療禮券不適用於網上預訂。請於抵達日期最少 24 小時前致電上葡京酒店水療中心熱線+853 

8881 9500 預訂。 

3) 水療禮券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水療禮券須於有效日期前使用，不適用於指定日期。 

4) 結帳時須出示此券正本，每人每次限用一張，且不可與其他折扣優惠、禮品卡或現金券作同時使

用。 

5) 任何額外消費只可以現金、信用卡或電子支付。 

6) 水療禮券的使用受限於水療中心之營業時間、預訂政策及供應情況。如未能於此券到期日前使用，

上葡京將不會就此承擔任何責任。 

7) 水療禮券不得轉贈、轉賣、兌換現金。 

8) 水療禮券由上葡京發行及擁有。如有損壞、遺失或被盜，恕不受理，並不補發。 

9) 任何涉嫌經篡改或通過欺詐或非法手段獲得之此券均屬無效。 

10) 水療禮券受指定條款及細則限制。 

 
 

14. 使用上葡京、THE KARL LAGERFELD住宿禮券 （「住宿禮券」）： 

1) 住宿禮券之訂房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5 月 29 日; 入住酒店有效日期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2) 所有住宿禮券必須於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住宿禮券如未兌換或逾期，均不可獲得退還或退款。

此券有效期不可延長。 

3) 住宿禮券只可換領活動指定酒店客房，不適用於其他住宿套票及酒店客房優惠房價，亦無法換領或

退款。 

4) 「住宿禮券」不適用於網上預訂。請於抵達日期最少48小時前透過訂房熱線或電郵，並提供其住宿

禮券之編號以預訂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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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上葡京：(853) 8881 8000                                     ｜ 電郵：reservations@grandlisboapalace.com 

 THE KARL LAGERFELD：(853) 8881 3000   ｜ 電郵：reservations@thekarllagerfeld.mo 

5) 此活動之免費客房數量有限，須視乎酒店供應情況而定，並以酒店訂房部最終確認為準。此券不適

用於指定日期及澳門公眾假期。 上葡京可全權自行決定或修改前述指定日期。 

6) 若顧客未能於預定入住當日登記入住、過遲（入住前一天之下午 6 時正後）取消或更改預訂，住宿

禮券即屬無效且不得再使用。 

7) 辦理入住時必須出示住宿禮券正本。如未能出示，酒店將會收取已預訂客房之最優惠房價，而用作

預訂之住宿禮券即屬無效且不得再使用。 

8) 顧客於每次入住時只可每晚換領一間客房及最多連續入住四晚。 

9) 住宿禮券只可兌換酒店住宿，其他服務或設施之費用（如迷你吧、客房服務等等）均由顧客於退房

時全數支付。 

10) 客房預訂人姓名必須與住宿禮券上登記的姓名及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護照）上的姓名完

全相同。顧客必須親自到酒店前檯換領房間及須於辦理入住手續時出示住宿禮券正本及其有效身份

證明文件（身份證／護照）。 

11) 以住宿禮券兌換之客房只供於住宿禮券上指定之顧客及其同行家屬或朋友使用。入住人數須視乎酒

店政策及規定之上限，所有入住顧客或客房用戶必須於辦理入住手續時出示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

（身份證／護照）以作登記。 

12) 以住宿禮券兌換之客房均不得轉讓或轉售於他人使用。如發現酒店客房被轉售，酒店將收取該客房

之最優惠房價，該出讓/出售人與其顧客及承接人不得參加上葡京未來所舉辦的推廣活動。 

13) 住宿禮券不得兌換現金或其他優惠，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轉讓。 

14) 住宿禮券不可與其他折扣、禮券和代金券同時使用。 

15) 任何住宿禮券經損壞、更改、複制、手寫、偽造、水浸或涉嫌經篡改即屬無效且不得使用。 

16) 所有住宿禮券均受指定條款及細則限制。 

 

15. 其他： 

1) 上葡京是指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澳娛綜合」）、上葡京禮賓服務有限公司或其他澳娛綜

合附屬公司（「澳娛綜合集團公司」）。 

2) 澳娛綜合員工可參加本換領活動。 

3) 如在代金券或禮券有效期內發生不可抗力事件，上葡京可酌情延長有效期。有關最新資訊，請留意

上葡京官網、掃描券上二維碼或致電上葡京熱線(853) 8881 8888 查詢。不可抗力事件包括停電、

火災、爆炸、洪水、八號或以上颱風、暴雨或類似災害、罷工、勞資糾紛、異常惡劣天氣、戰爭、

叛亂、暴動、內亂、恐怖主義行為或威脅、天災、傳染病爆發、工業行動、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法

令、條例、指令或法規和其它政府政策或任何其他超出上葡京合理控制的原因。 

4) 上葡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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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對此細則及條款的任何爭議，

上葡京保留最終裁決權。上葡京有權隨時修訂或更改此細則及條款，並不作另行通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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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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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