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可在每个 赛车竞猜 抽奖日期后，通过位于活动区的电视荧光屏关注每次
赛车竞猜”游戏中胜出的3个号码的顺序排列。

10. 赛车竞猜”抽奖结果公布后, 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竞速票上的号码与当天所胜出的号码吻合,
则需从周日晚上7时至下个周一，晚上11时59分，到任何金沙尊赏时尚电子站刷其会员卡领奖，
否则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视奖品为作废, 且不视为此推广活动的得奖者。如以下说明，参加
9月1日及9月2日赛车竞猜的金沙尊赏时尚会员需于9月3日，晚上11时59分之前领奖。得奖者
可赢得的奖品在以下第14则条款列出。
12. 不可延长领奖日期或时间。
13. 以下列表各别显示 赛车竞猜 抽奖的奖品矩阵及赢奖方式 (例如: 胜出车号顺序为2、1、9):
奖品
(度假胜地奖赏钱)*

赢奖方式

例: 金沙尊赏时尚会员
选出的车号顺序

猜中1辆车，不按顺序

$5

5, 6, 1

猜中前2辆车，不按顺序

$10

2, 1, 12

猜中前3辆车，不按顺序

$38

1, 9, 2

猜中前3辆车，正确顺序

$188

2, 1, 9

* 所有领取的度假胜地奖赏钱将于48小时内计入获奖金沙尊赏时尚会员的账户。

1.

金沙极速狂飙大挑战2018 推广活动(即 推广活动 ) 将从 2018 年8月13日至 9 月16日(即 活动
推广期 )举 行。

2.

所有现有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及在活动推广期间到任何金沙尊赏柜台申请成为金沙尊赏时尚会员
的访客(即 会员 ), 均有资格参加此推广活动。

3.

14. 竞速票上的每组车号选择只限换取最高奖金额(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于两个抽奖日期都赢得
最高奖金, 则将只能获得1份奖品, 例: $188, 而不是$188 x 2)。奖品将以度假胜地奖
赏钱送出如下:
金沙尊赏时尚会员所选出的车号顺序：2、4、8

所有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于2018年8月13日的凌晨12时至每个抽奖日的下午4时15分之间( 积分
赚取期”), 符合第5则及第16则条款所示的消费条件, 才可参加 赛车竞猜 抽奖及特别抽奖。领奖的
日期及时间将不获延长。

I.

赛车竞猜游戏

4.

滨海湾金沙私人有限公司(即 滨海湾金沙 ) 将于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9月16日之间的每逢周六
及周日的下午5时, 在第1层的活动舞台(舢舨游船楼上) 设置赛车竞猜游戏地点(即活动区)。

5.

在积分赚取期间, 到滨海湾金沙的任何金沙尊赏参与商户净额消费$10 * 的金沙尊赏时尚会员, 将可
获得1次机会进行 选择车号 游戏。会员需另外净额消费$50 *, 才可进行额外1次 选择车号 游戏
(每日多达5次), 如以下列表所示:
首次“选择车号”游戏
(每个活动推广期间)

额外“选择车号”游戏
(每日最多5次游戏)

净 额消 费 $10

每次“选择车号”游戏需净额消费$50

*

获胜号码

周六

5, 2, 7

周日

4, 8, 2

奖品
$5度假胜地奖赏钱
(猜中1辆车, 不按顺序)
$38度假胜地奖赏钱
(猜中前3辆车, 不按顺序)

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在两次 赛车竞猜 抽奖中得奖，则将可在周日晚上7时至隔天周一晚上11时59分
之间领取$38度假胜地奖赏钱。

II. 特别抽奖
15. 2018年8月25日至9月16日, 每逢周六及周日举行的 赛车竞猜 抽奖后将在活动区举行
一次特别抽奖。
16. 所有会员可获得首次免费抽奖机会。金沙尊赏时尚会员需在积分赚取期，到滨海湾金沙任何
金沙尊赏商户另外净额消费$50*，才可获得1次额外抽奖机会。

每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需在滨海湾金沙的任何金沙尊赏时尚电子站刷其金沙尊赏时尚卡, 才可进行
选择车号 游戏。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在进行游戏时, 将依喜好顺序从12个车号中选出3个车号。附上
所选车号及顺序的电子券(即 竞速票 )将获打印。 选择车号 游戏的详情将如以下第8则条款所示。

7.

每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于每个活动推广期可进行最多5次 选择车号 游戏。

8.

持有于周一凌晨12时至周六下午4时30分签发的竞速票的会员, 将可参加同一个周末举行的 赛车竞猜
抽奖。详细说明如下：
a.

若竞速票于8月27日那周的任何一天签发(包括周六下午4时30分之前), 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
可参加该周末, 即9月1日及9月2日举行的 赛车竞猜 抽奖。

b.

若竞速票于周六，即9月1日下午4时30分之后签发, 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可参加隔天周日,
即9月2日举行的 赛车竞猜 抽奖。

c.

若竞速票于周日, 即9月2日下午4时30分之后签发, 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可参加下一个周末,
即9月8日及9月9日举行的 赛车竞猜 抽奖。

首次机会

额外机会

免费

每次机会需净额消费$50*

17. 若合格金沙尊赏时尚会员欲参加特别抽奖, 则需在抽奖机会启动期间, 到滨海湾金沙的任何
金沙尊赏时尚电子站启动其抽奖机会, 如以下列表所示。
抽奖机会启动时间

抽奖日期/时间

每次 赛车竞猜 抽奖日
早上10时至下午4时30分

2018年8月20日至9月16日,
每逢周六及周日, 赛车竞猜 抽奖后

18. 每名会员将可赚取的抽奖机会次数不受限制。
19. 100个会员号码(即 被抽中的会员 )将获随机抽选。
a)

首10 名 被 抽 中 的 会 员 须 在 每 个 抽 奖 日 的 傍 晚 6 时 3 0 分 之 前 抵 达 活 动 区 验 证 身 份 ,
并通过滨海湾金沙决定的随机抽奖方式选择(例如: 幸运轮、神秘信封等)赢取奖品。
奖品

选择车号 及 赛车竞猜 抽奖详情
赛车竞猜抽奖日期
(每逢周六及周日, 日期/时间）

竞速票签发期

终极大奖配套(价值超过$2,888)
双人 Ultimate Drive 超级赛车跑道体验及闪存盘录影 | 法拉利纪念商品 | $1,388度假胜地奖赏钱
一人 Ultimate Drive 超级赛车跑道体验及闪存盘录影|法拉利纪念商品 | $888度假胜地奖赏钱

I.
II.

8月25日，下午5时
8月26日，下午5时

I.

8月20日, 凌晨12时至8月25日, 下午4时30分

法拉利纪念商品 | $588度假胜地奖赏钱

II.

8月20日, 凌晨12时至8月26日, 下午4时30分

法拉利纪念商品 | $188度假胜地奖赏钱

III.
IV.

9月1日，下午5时
9月2日，下午5时  

III.
IV.

8月26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1日, 下午4时30分
8月26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2日, 下午4时30分

V.
VI.

9月8日，下午5时
9月9日，下午5时

V.

9月2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8日, 下午4时30分

VI.

9月2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9日, 下午4时30分

20. 若首10 名被抽中的会员未能于每个抽奖日的傍晚6时30分之前抵达活动区, 将不会进行重新抽奖。

VII.

9月9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15日, 下午4时30分

21. 得奖者 意指依据第19则条款，在指定时间到任何金沙尊赏时尚电子站领奖的被抽中的会员,
否则将被取消领奖资格，并不视为此推广活动的得奖者。

VII. 9月15日，下午5时
VIII. 9月16日，下午5时  

25. 特别机会与任何其他机会的进行方式相同，特别机会在抽奖机会赚取时间内, 将不根据任何会员
消费随机送出。
26. 只有金沙尊赏时尚卡上列印其姓名和照片的金沙尊赏时尚会员，才有资格参加此推广活动。若被
抽中的会员的金沙尊赏时尚账户累积超过最高限额$100,000的度假胜地奖赏钱，须同意遵守并
签署 金沙极速狂飙大挑战 2018 得奖通知书内所示的条例。
27. 所有礼品/奖品不可转让他人、替换或兑换现金，且视供应情况而定。礼品/奖品不可转售或作为
商业用途使用, 包括但不限于让金沙尊赏时尚会员获取收费或获得任何报酬的使用。滨海湾金沙
将无义务替换由滨海湾金沙设定的截止日期前, 未被会员使用的礼品/奖品。
28. 滨海湾金沙将不对以下事项承担责任：(a)电子传送误差或延误，以致无法参与活动或其他损
失；(b)偷窃、破坏、未经特许使用或修改的参加资料，或任何的技术、硬件、软件故障(c)遗失
或无法提供的连接系统，或延误的电脑传送承担责任。当中包括可能限制传送程序或防止参加者
参与此推广活动，由滨海湾金沙、使用者或任何与推广活动相关的设备或器材或任何技术或人为
失误所造成的问题，或(d)出于任何原因而失去任何参与推广活动的机会。
29. 以下各方不允许参加此活动：(i)滨海湾金沙的指定广告公司和附属公司；(ii)滨海湾金沙承包零售
商员工；以及(iii)滨海湾金沙的员工与他们的直系家属。滨海湾金沙的员工必须通知他们的直系
家属不允许参加此推广活动的规则。滨海湾金沙有权拒绝向不合格的获奖者提供奖品。
30. 每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一旦参加此推广活动，即表示确认及同意http://www.marinabaysands.
com/policy.html上声明的隐私权政策。参加本推广活动的会员需要随时允许以下行为
(无任何费用或其他形式补偿）：
i.

允许滨海湾金沙在滨海湾金沙网站、打印材料、电台广播及滨海湾金沙面簿页面、
Instagram、Twitter或任何其他社交页面上发布该会员参与本活动的信息。

ii.

允许滨海湾金沙使用其姓名和其他个人信息、照片、录影带或其他会员资料，用于反馈、
推广、广告、营销和/或宣传目的，及通过滨海湾金沙 网站、印刷材料、无线广播、
滨海湾金沙面簿页面、Twitter或其他社交页面发布会员姓名和/或供滨海湾金沙使用。

31. 金沙尊赏时尚会员遵守并同意推广活动的条款及条件及金沙尊赏时尚计划的条款及条件,
而一些奖品的使用条件将附带条款及条件，详情将于会员领奖时所获取的领奖信函上说明。

*

* 净额消费意指不包括消费税及服务费，以现金、NETS、会员持有的信用卡、借记卡或使用度假胜地奖
  赏钱的任何消费。

6.

赛车竞猜抽奖

23. 与此推广活动相关并于此列出的条款及条件(即 一般条款及条件 )、推广活动规则及任何其他所
适用的特定条款及条件，连同任何随时修改、附加、替换、修订的条件，将构成滨海湾金沙及每
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之间的法定合约。一旦参加此推广活动，即表示每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已阅
读、了解及同意遵守一般条款及条件，推广活动规则及其他条款及条件(统称“规则”)。金沙
尊赏时尚会员在参加此推广活动前应详细参阅规则。
24. 滨海湾金沙将保留唯一及绝对的决定权，给予合格金沙尊赏时尚会员额外“选择车号”游戏及/
或特别抽奖机会(即 特别机会 )。

11. 遗失或遭窃的竞速票将不被补发或重新送出。

金沙尊赏时尚的金沙极速狂 飙 大挑战 2018包括两个部分: 赛车竞猜及特别抽奖:

一般条款及条件

VIII. 9月9日, 下午4时31分至9月16日, 下午4时30分

法拉利纪念商品 | $88度假胜地奖赏钱

b) 剩余的90名 被抽中的会员 将各获得$50度假胜地奖赏钱，并须在每个抽奖日
晚上7时至隔天晚上11时59分之间, 到任何金沙尊赏时尚电子站领奖。

22. 被抽中的会员需在亲自领奖时出示其有效新加坡身份证或护照及会员卡以进行身份验证。

32. 滨海湾金沙有权随时修改、修订或删除部分或全部推广活动及其条款及条件, 而无须事先通知。
若任何金沙尊赏时尚会员被发现欺骗嫌疑，将被取消参加推广活动的资格, 并不可领取奖品。
滨海湾金沙保留权利因任何金沙尊赏时尚会员欺诈、操纵或其他相关问题, 包括提供不实资料
(如假账户、个人资料或照片）或刻意隐瞒详情, 而取消会员参加资格。
33. 滨海湾金沙对推广活动保有唯一及绝对的酌情权，包括但不限于延期、暂停或撤销此推广活动，
或对奖品分配和任何与之相关事宜做出安排调整。若得奖者在此条款下应获得的在滨海湾金沙、
其各别部门、相关单位、受权经销商/分销商、代理、奖品供应商无法控制的范围内因某种原因
被延迟或部分或完全无法兑现，滨海湾金沙将不对此承担责任。所述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因战争、
恐怖行动或恐吓性恐怖行动、抗议罢工、抗争、社会骚动、意外、火灾、水灾或自然灾害所造成
的延迟、改动、中断、取消、转换、替代行为。滨海湾金沙将无义务对有关此推广活动的任何
事宜提供任何理由或与任何人商榷有关事宜。滨海湾金沙将无义务在任何媒体利用此推广活动
进行宣传。
34. 滨海湾金沙对此条款及条件保留最终解释权。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违反任何活动条款及条件,
则该会员所获之奖品将被取消。
35. 每名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将同意免除滨海湾金沙及其母公司、关联公司、董事、雇员或代理的任何
及所有索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关于提呈参加名额、参加此推广活动及/或使用该金沙尊赏
时尚会员所提供的资料及/或与此推广活动关联的事宜或媒体上报道的现有或尚未发现的此推广
活动中，所造成的口头诽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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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此推广
活动或接受和/或使用奖品，意味着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同意不会因有关该金沙尊赏时尚会员
参赛或无法参加此推广活动或错误使用或无法使用奖品或部分奖品导致的任何损失、损害、
权利、诉讼和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向滨海湾金沙及其母公司、关联公司、
董事、雇员、代理提出任何有关损失或损害（包括特殊、间接和从属损失）的索赔请求。
36. 若因金沙尊赏时尚会员在参与推广的过程中出现过失、疏忽、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违反
义务、 契约、陈述或保证而导致滨海湾金沙酒店有限公司被强制实施、遭受、面临、裁定或判决
滨海湾金沙酒店有限公司需对人身伤害、死亡、财产损失、受损、违反任何义务、保证或陈述、
知识产权侵权索赔、罚款和罚金承担任何损失、索赔、要求、债务、成本和费用，该会员应对
滨海湾金沙进行赔偿。
37. 此条款及条件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如果此条款及条件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之间存在冲突，
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