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使用

摇滚之星

礼享卡

你就是
摇滚之星。
作为一名摇滚之星礼享会员您拥有很多特权。您可以直接在
老虎机或客服柜台查询您的礼享积累。礼享可以直接在任何
餐饮设施兑换。摇滚之星会员还有机会被邀请参加会员活
动，比赛并享受其他独享优惠 。

如何

提升您的
游戏体验

升级？

加速积累礼享金

玩游戏得身份点：

• 名人会员享受25%礼享金
加速积累
• 传奇会员享受50%礼享金
加速积累

• 普通老虎机
$2 = 1 身份点

• 电子扑克机
$4 = 1 身份点

• 电子桌游
$8 = 1 身份点

• 桌游：请在摇滚之星礼享柜台了解详情。
• 身份点可以在任何以上来源取得并累计用
于会员升级

优待简介
礼享金加速积累		
25%
50%
会员独享活动，比赛及优惠

		

摇滚 e-mail 优惠
获取礼享金并使用于餐饮兑换        
自助餐优惠

$1.00

$2.00

$4.00

餐饮区使用礼享金九折优惠
千元以上备办活动 5% 优
获取礼享金并使用于活动，表演及音乐会门票兑换
俱乐部会员优惠
每月邮件奖励

(个别限制可能有效)		

获取精选活动及抽奖的额外奖券		
会员身份更新奖励		
免费赛马项目		
与等级相符的活动邀请函		
生日时使用礼享金兑换免费游戏

(个别限制可能有效)		

获取礼享金并使用于用膳及购物兑换		
自助餐贵宾席位		
禁区出入权利		
精选摇滚商店商品优惠		
5%
10%
活动及赠品发放的贵宾通道			 		
享受东道主及贵宾服务			
享受优先代客停车			
特殊活动及服务享用权			

摇滚之星礼享项目隐私声明

条款与条件

1. 渥太华 Hard Rock 对保护您的隐私非常重视。我们以安省博彩局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运营渥
太华 Hard Rock娱乐场并替安省博彩局，在 Ontario Lottery and Gaming Act, 1999 的权
威下收集个人信息。

1. 摇滚之星礼享项目 (“项目”) 申请者须年满19岁。
2. 会籍免费，自主申请。使用摇滚之星礼享卡时需持有效身份证件。申请会籍时需携带政府
颁发的身份证件。
3. 项目中的奖励只能被拥有账号的会员（“会员”）使用。
4. .成功申请会籍及保持会籍，顾客须拥有加拿大或美国的居民身份；非闲置，自逐，存档或
擅闯身份; 非HR Ottawa, LP, 及相关单位 (统称 “渥太华 Hard Rock”) ，安省博彩局或安
省酒精与博彩委员会员工
5. 在参与本项目时，会员接受并受限于这些条款与条件 （“条款”）。
6. 会员的私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及明告都符合摇滚之星礼享项目隐私声明及此列条款所使
用的渥太华 Hard Rock 隐私政策。渥太华 Hard Rock 隐私政策全文可以在渥太华 Hard
Rock 娱乐场及其网站中找到。 https://www.rideaucarletoncasino.com/privacy-policy.
htm
7. 会员可持有一 (1) 个账号。 会员只能使用属于自己的摇滚之星礼享卡。使用他人的会员卡
可导致会籍暂停或会籍终止。
8. 奖励不可以被转让。摇滚之星礼享卡及所有奖励都是渥太华 Hard Rock 的资产。被要求
时，会员须立即归还摇滚之星会员卡。
9. 玩游戏时正确使用摇滚之星礼享卡属于会员责任。在会员卡非正确使用情况下所产生的游
戏不会造成摇滚之星礼享积累。
10. 保护账号的个人识别码 (PIN) 是会员责任。任何由于个人识别码或其他账号选存取码漏泄
所造成的损失都属于会员责任。会员可以自己设定个人识别码。设定个人识别码需要使用
被承认的身份识别。
11. 渥太华 Hard Rock 不对丢失或被窃的会员卡及后果负责。会员卡丢失或被窃必须立即 向
渥太华 Hard Rock 汇报。
12. 任何伪造，改造或损伤的摇滚之星礼享卡或代金券都不会被接受。
13. 欺诈使用摇滚之星礼享卡会造成会籍及特权丧失。渥太华 Hard Rock 拥有在任何时间取消
或撤回会籍的权力。
14. 渥太华 Hard Rock 保留调整因为故障或操作员错失所导致的账户异常的权利。
15. 渥太华 Hard Rock 保留在任何时间停用账户和/或清除积分和其他余额的权力。闲置十二
个月或以上的账户上的积分将会在十二个月闲置之后清除。

2. 您申请摇滚之星礼享会员时，我们会收集您的个人姓名，邮件地址，出生日期及您所设定
的密码。为了证实您的年龄和身份, 我们会要求您出示政府颁发的有效身份证件并对身份证
件类型进行记录。如果您希望接收营销通讯，我们还会收集您的电话号码及e-mail 地址。
3. 我们为以下原因或在合理情况下执行以下目的，为了管理摇滚之星礼享项目并为您提供客
服收集并使用您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您的游戏活动及您在礼享项目及其他活动中的活动，
并整合关于会员的信息:
• 为了支持安省博彩局对省内博彩及游戏的管治，包括负责游戏项目及调研倡议；
• 为了更加了解您的兴趣并提供更多与您相关的奖励及其他产品和服务；
• 为了给您发送投合的营销信息，负责游戏的讯息，顾客问卷及其他您所同意接收的信
息；
• 为了保证游戏及游戏运行的诚实，安全，服从及风险管理，包括支持调查及审计过程；
• 为了建立，进行，或维护一个合法要求并调查或预防实际或有嫌疑的对个人或资产的
损害；
• 正如法律或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所允许的情况
下。
4. 这些信息可以与安省博彩局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包括安省之外的服务提供者分享。
5. 营销通讯：在注册过程中我们会问您是否愿意接收渥太华Hard Rock或精选第三方所提供
的关于摇滚之星礼享项目或其他活动，产品及服务的邮件，e-mail, 短信或电话。通讯还可
以包括负责游戏的讯息，顾客问卷及客服讯息。这些通讯可以替渥太华 Hard Rock 和/或
安省博彩局送出。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点击通讯内的退订链接来解除对接收这些通讯的
同意。您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在渥太华 Hard Rock 娱乐场内的自服柜台，Hard Rock 玩家俱
乐部柜台或通过以下方式来管理自己的通讯设定。请注意，您在退订接收营销通讯后可能
继续接收我们发出的个别交易类或信息类的电子通讯。
6. 了解更多关于渥太华Hard Rock的隐私政策：了解更多关于渥太华Hard Rock的个人信息
常规，请通过 privacy.officer@hrcottawa.com, 613-822-8668 x4689, 或 4837 Albion
Road, Ottawa, ON K1X 1A3联系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安省博彩局的个人信息常规， 请联
系安省博彩局的服务中心: 1-800-387-0098, privacy@olg.ca, 或 Program Coordinat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Office, Ontario Lottery and Gaming Corporation,
70 Foster Drive Suite 800, Sault Ste. Marie, ON P6A 6V2。

16. 渥太华 Hard Rock 员工及亲属 (与员工同居的亲属), 在娱乐场摊贩长期工作的员工及亲属
(与摊贩同居的亲属), 观光操作员及其员工或代理人, 广告商或宣传公司代理人及亲属, 以
及其他代理人，传承人或受托人不可以参加任何会造成会员奖励缺失的渥太华 Hard Rock
活动。
17. 渥太华 Hard Rock 保留全权决定拒绝给予会籍或在任何时间撤回任何人的会籍的权利。
18. 加入此项目的会员可以在相符情况下（博弈扑克除外）使用 My PlaySmart 程序工具.。My
PlaySmart 程序工具的条款与条件达成会员，渥太华 Hard Rock 及安省博彩局之间的协
议, 有法律约束力，并可以在摇滚之星玩家俱乐部柜台及以下网站中找到。https://www.
playsmart.ca/wp-content/uploads/My_PlaySmart_Terms_and_Conditions-EN. pdf。
使用 My PlaySmart 程序工具的会员接受并同意其时常更改的条款与条件。
19. 请在玩家俱乐部咨询个别活动的信息及规则。

20. 如果希望接收独享奖励，活动，额外奖金，特殊活动，活动邀请，赠品，时事通讯及会员
信息，会员需要及时通知玩家俱乐部代理任何姓名，地址，电话号码，e-mail 和/或同意
改变。渥太华 Hard Rock 不对通讯延迟，缺失负责。
21. 渥太华 Hard Rock 保留取消，改变或更改此项目，全部或部分，包括并不限制于改变与
2005年 Accessibility for Ontari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解的相关条款的权利。
22. 渥太华 Hard Rock, 摊贩, 任何与其发展, 管理，或实现相关的实体，安省博彩局，及任何
以上单位的官员，管理者，代理者，继承人及授权人 （统称“被豁免的当事人”）不承担任
何与项目相关的责任，无条件包括任何失败，故障或其他任何性质的问题。参与此项目的
会员赦免被豁免的当事人任何与项目相关的责任，包括任何会员在参与此项目时的行为, 对
会员给予奖励及会员对奖励的合法于不合法使用。
23. 此项目接受所有相关的联邦，省级和市级法律的管治，并接受安大略省法律及加拿大联邦
法律其中的治理。所有当事人应承安大略省内法院对于任何与项目条款相关的专属管辖。
在法律禁止或限制的情况下失效。渥太华 Hard Rock 管理团队拥有对条款及项目管理的解
释权，并可以做出无申诉的最后并有效的决定。
24. 拥有渥太华Hard Rock和/或安省博彩局所指定的自逐或擅闯身份的人员不拥有参与任何渥
太华Hard Rock活动的资格。任何在娱乐场被发现的自逐人士将被合法驱逐
25. 此项目的中文文本仅供参考，英文文本为官方有效文本。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document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English version is official and legally valid.

项目声明
1. 玩家在每年的年度中玩游戏取得身份点。
2. 身份点在年度中积累并在来年的一月一日归零。
3. 玩家身份点积累足够会员升级时会被自动升级。
4. 会员身份每年贬级两次，在七月一日和一月一日。
5. 会员升级最少有效六个月。 升级玩家会在六个月后的贬级日贬一级。
6. 在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之间升级的玩家会在来年的一月一日贬一级 。
7. 在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间升级的玩家会在来年的七月一日贬一级。
8. 升级玩家可以在升级后的六个月期间通过游戏积点来保持现有的会员等级，从而延期贬
级。例如一个在升级后的六个月中维持了一万身份点的玩家将可以延续自己的二级会员
身份。
9. 玩家只能在每个贬级日被贬一级。
10. 身份点由游戏参与决定: 普通老虎机：$2 = 1 身份点，电子扑克机：$4 = 1 身份点，电子
桌游：$8 = 1 身份点 （不包括花旗骰及轮盘），桌游：$0.16 理论胜利 = 1 身份点。
11. 身份点可以在任何以上来源取得并累计用于会员升级。
12. 任何由第三方或第三方通过渥太华Hard Rock娱乐场对会员所提供的服务都可能有由第三
方设定的额外规定，声明，税务，收费等事项。

加入摇滚之星礼享项目

15 免费游戏

获取 $

填写您的E-MAIL我们会再给您$10免费游戏

成为摇滚之星，获取$25免费游戏

放大您的利益

613. 822. 8668

会员号
每一个合格的摇滚之星礼享会员申请者可获取一个$15免费游戏奖励。必
须在摇滚之星礼享柜台获取。如果会员同意提供e-mail则可以获取额外
的$10免费游戏奖励，在三十天内通过e-mail送至。免费游戏没有现金价
值，不可以交换或换取为现金。拥有渥太华Hard Rock和/或安省博彩局所
指定的自逐或擅闯身份的人员不拥有参与任何渥太华Hard Rock活动的资
格。请至摇滚之星礼享柜台获取更多信息及官方规则与规定。获取法语信
息，请至摇滚之星礼享柜台。

截止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