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 2019.3.4

贊助商 商戶 獎品
獎品價值
(澳門幣)

數量 兌換方法 兌換地點 兌換及使用期限 兌換聯絡

1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忠誠藥房 御生堂牛樟芝 $6,888 3

2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忠誠藥房
100元保健品現金券
保健品買滿999元可用

$100 5,000

3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忠誠藥房
500元保健品現金券
保健品買滿3299元可用

$500 3,000

4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忠誠藥房
1000元保健品現金券
保健品買滿4999元可用

$1,000 1,000

5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順軒集團+忠成餃子王
100元餐飲現金券
餐飲消費滿600元可用

$100 5,000

6
澳門新忠誠集團有
限公司

順軒集團+忠成餃子王
200元餐飲現金券
餐飲消費滿1000元可用

$200 3,000

7 宏博醫療中心 宏博醫療中心 MOP $200 超聲波洗牙現金券一張 $200 1,500

8 宏博醫療中心 宏博醫療中心

免費身體檢查券一張(只適用50 歳或以上人
士)
檢查項目包括:
1. 醫生健康評估及檢查
2. 血糖,血壓,尿液,大便潛血
3. 心電圖
4. 失智症篩檢

$1,500 100

9 澳門航空 澳門航空
澳門航空任意航點往返澳門機票
（經濟艙）一套

$9,300 7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28-
2019.08.28

+853 2878 6620

10 澳覓 APP 澳覓APP 澳門幣 $888 消費券 $888 10
於澳覓APP輸入兌
換編碼。

11 澳覓 APP 澳覓APP 澳門幣 $388 消費券 $388 50
於澳覓APP輸入兌
換編碼。

12 澳覓 APP 澳覓APP 澳門幣 $88 消費券 $88 100
於澳覓APP輸入兌
換編碼。

13 澳覓 APP 澳覓APP 澳門幣 $8 消費券 $8 10,000
於澳覓APP輸入兌
換編碼。

14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
公司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卡爾頓行政套房兩晚
住宿連雙人自助早餐

$46,92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6.30

+853 2878 6620

15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
公司

澳門悦榕庄 澳門悦榕庄Spa奢寵之日雙人水療護理體驗 $11,27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6.30

+853 2878 6620

16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
公司

澳門銀河™
「澳門銀河™」8½ Otto e Mezzo
BOMBANA雙人美酒晚宴

$7,436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6.30

+853 2878 6620

17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
公司

澳門銀河™
「澳門銀河™」時尚匯購物禮劵價值澳門幣
5,000元

$5,00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6.30

+853 2878 6620

18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
公司

UA 「銀河影院」 UA 「銀河影院」貴賓影院專場體驗 $4,48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6.30

+853 2878 6620

19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永利皇宮
永利皇宮「表演湖景尊貴套房」豪華住宿
一晚連雙人咖啡苑自助早餐或早餐送餐服
務

$59,796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0 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永利皇宮
雙人永利皇宮水療中心90分鐘尊貴按摩體
驗

$5,807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澳門新八景"全球票選
即時獎賞- 獎品列單  (陸續增加中)

http://www.excel-

clinic.com/about.ph

p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肥利喇亞美打大馬路(荷蘭園大馬路) 109-B,
109-BA~109-BD 號喜寶閣地下ABCD座

2019.01.15-
2019.03.31

澳覓APP
IOS:
https://itunes.apple.com/mo/app/%E6%BE%B3
%E8%A6%93/id1104177940?mt=8

Google Pla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
com.mem.MacaoLife&hl=en_US

2019.01.15-
2019.02.28

憑券到商戶兌換。

忠誠藥房（葡京分店）
忠誠藥房（星際分店）
忠誠藥房（富豪分店）
忠誠藥房（凱旋門分店）
忠誠藥房（金蓮花分店）
忠誠藥房（新濠鋒分店）
忠誠藥房（天鑽分店）
忠誠藥房（獲多利分店）
忠誠藥房（俾利喇街分店）
忠誠藥房（財神分店）
忠誠藥房（大三巴分店）
新永利藥房
忠信藥房
忠興藥房
忠仁保健坊
LOYAL HEALTH&CARE（忠誠生活館）
忠遠藥房
忠遠藥房（第二分店）
新忠誠保健坊（時代分店）
新忠誠保健坊（帝濠分店）
新忠誠保健坊（利澳分店）

2019.01.28-
2019.03.31

http://www.loyal-

macau.com/contact/

yaofang/

憑券到商戶兌換。

順軒海鮮酒家
豐收台西餐廳
御瀛日本料理
- 澳門皇朝區天鑽大廈雅詩閣酒店一樓（美高梅大屏幕側）

忠成餃子王
- 澳門聖德倫街396-434號獲多利大廈地下及一樓B-F座
- 氹仔孫逸仙博士大馬路704-708號泉鴻花園地下A、B座
- 氹仔客運碼頭地面層美食廣場1312-I舖

2019.01.28-
2019.03.31

http://www.loyal-

macau.com/contact/

ca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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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八景"全球票選
即時獎賞- 獎品列單  (陸續增加中)

21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
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摩珀斯酒店尊致體驗
-摩珀斯酒店尊致套房一晚住宿連二人全日
尊享行政酒廊餐飲服務
-「水舞間」VIP區門票兩張
-「狂電派」VIP區門票兩張
- 摩珀斯水療中心澳門幣6,000元消費額
- 澳門新濠天地自營餐廳澳門幣6,000元餐
飲消費額
- 豪華轎車來回接載服務

$51,454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3.1-
2019.9.30

+853 2878 6620

22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
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新濠影滙酒店體驗
-新濠影滙酒店巨星尊貴套房一晚住宿
-「影滙之星」門票兩張
-「蝙蝠俠夜神飛馳」門票兩張
- 新濠影滙酒店自營餐廳澳門幣1,000元餐
飲消費額

$17,598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3.1-
2019.9.30

+853 2878 6620

23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澳門新葡京酒店
澳門新葡京酒店主席套房住宿一晚連雙人
早餐及「天巢法國  餐廳」澳門幣 2,000 元
餐飲禮券

$34,20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4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澳門新葡京酒店 新葡京「8 餐廳」澳門幣 2,000 元餐飲禮券 $2,00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5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澳門新葡京酒店
新葡京「大廚」餐廳澳門幣 2,000 元餐飲
禮券

$2,000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6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澳門新葡京酒店
新葡京水療護理中心 90 分鐘雙人皇牌按摩
護理

$3,045 1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7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回力時尚坊 「回力時尚坊」澳門幣 500 元購物禮券 $500 1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10.7

+853 2878 6620

28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
公司

回力酒店 回力雙人自助餐券 $656 1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29 美高梅 美獅美高梅 一晚美獅美高梅度假尊貴套房連早餐 $10,830 2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1.15-
2019.12.31

+853 2878 6620

30 美高梅 美獅美高梅
美獅美高梅禪潺水療中心二人特色養生按
摩護理 (90分鐘)

$3,404 6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1.15-
2019.12.31

+853 2878 6620

31 美高梅 美獅美高梅 美獅美高梅濤岸餐廳/ 淳餐廳餐飲禮券 $1,000 1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1.15-
2019.12.31

+853 2878 6620

32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里昂套房酒店住宿1晚連雙人早
餐

$7,800 5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4.30

+853 2878 6620

33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澳門巴黎人 澳門巴黎人巴黎鐵塔雙人體驗 $216 5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禮品信函，再
預約使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2.1-
2019.7.31

+853 2878 6620

34 十月初五餅家 十月初五餅家 繁花似錦禮盒（豬年特別版） $110 388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十月初五日街117號地下 十月初五餅家
2019.01.28-
2019.6.30

+853 2823 1005

35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豪華位-來回港澳船票換票券
(不包含離境稅及服務費)

$760 5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換票券，再到
噴射飛航售票處換
領有效船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20-
2019.5.31

+853 2878 6620

36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普通位-來回港澳船票換票券
(不包含離境稅及服務費)

$400 5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換票券，再到
噴射飛航售票處換
領有效船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20-
2019.5.31

+853 2878 6620

37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豪華位-港澳單程船票換票券
(不包含離境稅及服務費)

$380 2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換票券，再到
噴射飛航售票處換
領有效船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20-
2019.5.31

+853 2878 6620

38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
噴射飛航普通位-港澳單程船票換票券
(不包含離境稅及服務費)

$200 183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換
商戶換票券，再到
噴射飛航售票處換
領有效船票。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20-
2019.5.31

+853 2878 6620

39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MOP$100《中國內地、香港、澳門」上網
卡﹙3日﹚》

$100 3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1.15-
2019.6.30

+853 2878 6620



更新日期: 2019.3.4

贊助商 商戶 獎品
獎品價值
(澳門幣)

數量 兌換方法 兌換地點 兌換及使用期限 兌換聯絡

"澳門新八景"全球票選
即時獎賞- 獎品列單  (陸續增加中)

40
同點設計策劃有限
公司

TODOT DESIGN FF POP $280 10

41
同點設計策劃有限
公司

TODOT DESIGN FF PVC POP $280 10

42
同點設計策劃有限
公司

TODOT DESIGN FF TOTE $240 10

43
同點設計策劃有限
公司

TODOT DESIGN FF PVC TOTE $240 10

44
同點設計策劃有限
公司

TODOT DESIGN FF MINI $130 10

45 中國電信 中國電信 $100 預付卡 $100 1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1.15-
2019.12.31

+853 2878 6620

46 O-MOON O-MOON 澳門設計充電寶 (10000mah) $338 8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氹仔告利雅施利華街22號
澳門十月初五街124A號
澳門主教巷6號

2019.02.01-
2019.07.31

47
簡約室內設計有限
公司

Mplus.Design 澳門特色系列便利貼 $13 120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文第士街4A一樓
來訪敬請預約

2019.01.15-
2019.12.31

+853 6266 0944

48
Single Origin 單
品咖啡

Single Origin 單品咖啡 每單消費滿200元可送布丁一份 $28 50 憑券到商戶兌換。 荷蘭園二馬路 19 號地下
2019.01.15-
2019.06.30

+853 6698 7475

49 皂居 皂居
$20 現金券
消費滿$200可用

$20 30
於皂居官網輸入兌
換編碼。

皂居官網: https://hk-natural.com/
2019.02.15-
2019.12.31

-

50 皂居 皂居
85折優惠券
消費滿$300可用

- 30
於皂居官網輸入兌
換編碼。

皂居官網: https://hk-natural.com/
2019.02.15-
2019.12.31

-

51 皂居 皂居 手工天然護手霜一支 $70 20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6樓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六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17-
2019.04.06

+853 2852 0707

52 皂居 皂居

指定手工皂買一送一

(包括: 玫瑰乳木果皂, 蠶絲蛋白皂, 咖啡去角
質皂, 母乳皂, 綠石泥抗痘皂, 黑糖老薑養活
皂, 備長炭控油消炎皂, 燕麥牛奶皂, 金盞花
月見草柔膚皂)

$99-$155 30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6樓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六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17-
2019.04.06

+853 2852 0707

53 澳門科學館 澳門科學館 澳門科學館福袋 約 $300 100
憑券到澳門科學館
辦公室2樓宣傳部
兌換。

澳門孫逸仙大馬路澳門科學館辦公室2樓宣傳部
即日起至3月31日之辦公時間內（周一至周五9:00-
13:00及14:30-18:00)，周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2019.02.03-
2019.02.28

+853 2888 0822

54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豬年紀念銀幣 $600 2 憑券到商戶兌換。
澳門南灣大馬路101號1樓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09:00 - 17:30)，公眾假期
除外。

2019.03.06-
2019.04.01

+853 8396 2288

55
南光（集團）有限
公司

澳門中國旅行社 旅遊券 (港幣100元) $103 1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3.06
-2019.07.31

+853 2878 6620

56
南光（集團）有限
公司

南光貿易有限公司
塔吉斯窖藏 TAGUS CREEK RESERVA 葡萄
牙紅酒換领券

$80 8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3.06
-2019.07.31

+853 2878 6620

57
南光（集團）有限
公司

南光石油公司 南光石油加油代金券澳門幣50元 $50 2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3.06
-2019.07.31

+853 2878 6620

58
南光（集團）有限
公司

致富有限公司 購物禮券澳門幣50元 $50 1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3.06
-2019.07.31

+853 2878 6620

59 岐關車路有限公司 岐關車路有限公司
澳門至廣州來回雙程車票 (人民幣120元)
(首次使用後15天內有效)

$145 100
憑券到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處兌
換。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48號萬基工業大廈7B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 - 12:30; 15:00-
18:00)，公眾假期除外。

2019.03.06
-2019.06.30

+853 2878 6620

TODOT DESIGN
澳門騎士馬路678文創園4樓座

辦工時間：星期一至五 (10:30-13:00/14:30-18:30)
，公眾假期除外。

(2月2-10日農曆新年休假)

2019.01.15-
2019.12.31

+853 2847 3912
胡小姐

辦工時間親臨
TODOT DESIGN
兌換。



級別 獎品
獎品價值
 (澳門幣)

數量 抽獎時間

1 金獎
澳門幣 40,000
及澳門航空任意航點往返澳門機票（商務艙）一套

59,230 $1 2019年3月

2 銀獎
澳門幣 20,000
及澳門航空任意航點往返澳門機票（商務艙）一套

39,230 $1 2019年3月

3 銅獎
澳門幣 10,000
及澳門航空任意航點往返澳門機票（商務艙）一套

29,230 $1 2019年3月

4 幸運獎 - - $20 2019年3月

"澳門新八景"全球票選
終極大獎- 獎品列單  (陸續增加中)                                                  更新日期:20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