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勵宮酒店 $1,280 $1,280 $1,280 12月24-26,31日 -$1580

高級海景客房住宿一晚 

兩位早餐

澳門幣$800.00 酒店餐飲卷 (可用於酒店旗下餐廳：永玖坊、巴黎餐廳、勵皇軒)

兩人 VR ZONE 單項體驗

免費使用「清」康體中心設施 

延遲退房至下午 2 時

24 小時自助泊車 

免費無線網絡 

澳門四季酒店 $1,930 $2,030 $2,030 12月24-26,31日 -$3030

豪華客房大床住宿一晚

每晚入住可享澳門幣500元餐飲消費額 

(餐飲消費額皆不包括酒精飲料及客房送餐服務)

限定四季迎賓禮遇

18歲以下兒童免費加床服務

免費享用5 個室外游泳池，水療設備(桑拿，蒸氣室及按摩池)及健身室

入住期間免費代客泊車服務

以七折優惠購買「澳門teamLab超自然空間」門票

免費無綫上網，最多可供12台裝置使用

升級至豪華雙床需另加澳門幣220 元正

優惠只適用於澳門居民(包括藍卡持有人)

新葡京酒店 $1,280 $1,380 $1,480

12月24-25日 -$1880

12月30日- $1580

12月31日 -$2080

• 酒店住宿 (升級至豪華客房)

• 澳門幣800元整酒店餐飲消費額

• 保證延遲退房至下午三時

• 免費泊車

• 免費使用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 免費於客房內享用迷你酒吧飲品，使用本地電話及無線上網服務

永利皇宫 $1,509 $1,564 $1,674

12月23日 -$2224

12月24-25,30日 -$2444

12月31日 -$2774

·   皇宮客房（特大床）住宿1晚

·  免費升級至行政套房*

·   每晚住宿每房可享澳門幣488元餐飲消費額

·  保證延遲退房至下午2時

·   免費使用上網服務

·  尊享觀光纜車無限次搭乘

永利 $1,509 $1,564 $1,674

12月23日 -$2224

12月24-25,30日 -$2444

12月31日 -$2774

•豪華客房 (大床/雙床)住宿1晚

•每晚住宿每房可享澳門幣488元餐飲及房內迷你酒吧綜合消費額

• 免費升級至萬利豪華套房或以上

• 保證延遲退房至下午2時

•免費使用上網服務

• 免費代客泊車或自助泊車

澳門君悅酒店 $1,280 $1,380 $1,380
12月24-25,30-31日 - $1880

12月26日 -$1580

一晚豪華客房住宿

兩人精美早餐

包含澳門幣400元餐飲消費額以及澳門幣200元水療消費額

此優惠只限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澳門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

消費額可用於滿堂彩，Mezza9 

Macau，大堂酒廊，嘉賓軒，客房送餐及「怡·水療中心」消費, 

需視乎營業時間以及實際訂座情況而定，且必須提前預約

優惠必須於住宿期內使用，不可叠加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水療消費額不可

兌換其他零售商品，不可叠加其他房间共同使用

新濠鋒 $1,180 $1,280 $1,430

12月24-25,30-31日 -$1680

12月26日 -$1430

新濠鋒澳門海景客房(大床)一晚住宿

轉雙床需加收澳門幣100元/每晚每間, 入住時於前枱繳交

澳門幣500元消費回贈*

新濠鋒室內恆溫無邊際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因進行年度定期檢查，游泳池將於2022年10月10日至23日暫停開放；在此期間

，酒店住客歡迎使用新濠影滙酒店室内游泳池。)

迷你酒吧指定項目

熨衣服務 (每天兩件)

以上套餐只限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預訂

澳門美高梅 $1,768 $2,168 $2,368

12月24-25日- $2768

12月30-31日 -$3768

美高梅豪華客房

澳門幣500元酒店餐飲消費額

兩杯金獅波波奶茶(中杯)

雙人早餐

免費升等至豪華海景客房

免費泊車

免費使用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免費客房迷你酒吧

澳門上葡京 $1,399 $1,399 $1,629
12月24-25日 -$2199

12月30-31日 -$2479

八寶莊或上葡京咖啡室雙人早餐套餐

每房每晚澳門幣500餐飲消費額

遊覽綠茵勝境花園

免費使用健身房及游泳池*

免費使用上網服務

免費穿梭巴士服務

澳門悅榕莊 $2,778 $3,078 $3,278
12月24-25,31日 -$3778

12月8,20,22-23,26日 -$3278

入住路氹泉悅套房大床房一晚

 (路氹泉悅套房雙床房需加收澳門幣500)

每房晚可享價值澳門幣500元餐飲消費額 (受條款約束) 

此酒店套票之適用對象僅限於持有效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人士，非

澳門居民不能訂購此套票 

預訂路氹泉悅套房雙床房雖視乎酒店當天雙床房供應而定

銀河藝萃 免費參觀全新【5 a.m.】油畫展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2,530 $2,730 $2,930

12月31日 -$3580

12月30日 -$2930

12月23-26日 -$3580

12月27-29日 -$2730

入住尊貴套房一晚。

每房晚可享港幣/澳門幣500元酒店消費額，適用於澳門JW萬豪酒店及澳門麗思

卡爾頓酒店。

每房晚可享雙人早餐。

免費自助泊車。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五星級豪華酒店

五星級酒店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澳門皇冠假日酒店 $660 $660 $760 12月24-26,31日 -$960

以上套餐適用於所有國籍的客人

入住高級房大床或雙床

雙人自助早餐

免費使用室內游泳池

免費使用二十四小時健身

免費WiFi 上網

皇都酒店 $480 $480 $480

1間1晚豪華客房住宿(凈房)、澳門幣$300元現金券、2杯歡迎飲品、2罐葡式曲奇

、額外4張健身及室內游泳券、澳門啤酒買一送一優惠券1張以及澳門啤酒小食

及商品七折優惠券1張。

現金券、健身及室內游泳券、澳門啤酒買一送一優惠券以及澳門啤酒小食及商

品七折優惠券有效日期至2023年1月15日，逾期作廢。

可提前至中午12時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4時退房(視乎入住情況)。

免費WiFi上網。

免費享用會所健身室及室內游泳池。

以上房價已包括10%服務費。

此推廣僅限澳門永久或非永久居民。

如有任何爭議，皇都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澳門雅辰酒店 $848 $988 $1,188

12月20-25 日, 

12月30-31日 -$1188

12月19,26-29日 -$988

最多 2 人免費早餐（只限於周日至周四期間入住，週五、週六、12 月 20 日至 

22 日和 12 月 24 日至 26 日除外），

免費早餐僅限最多 2 人（成人或兒童）享用，取決於預訂的客人人數。

免費升級至尊貴客房, 盡享房內免費電影

每間房附送澳門幣500元之餐飲現金券

每間房附送澳門幣200元之水療消費額

暢享酒店度假村設施，包括健身室以及四周環繞著鬱鬱蔥蔥熱帶花園的寬敞恆

溫泳池

2小時免費暢玩兒童中心，適合4-14 

歲小童。於星期二、三和四住客可額外免費使用多1小時

另購早餐為每位成人MOP/HKD198+10%. 

18歲或以下小童在付費成人陪同下可免費享用早餐(每間客房最多兩位小童以及

每位付費成人僅可帶同一位小童享受此優惠)

葡京酒店 $680 $680 $780 12月23-26日 -$780

• 標準客房住宿一晚 (免費升級至高級客房) 

• 澳門幣400元整酒店餐飲消費額 (每房每晚)

• 於入住期間可獲贈"藍莓紐約芝士蛋糕"一個 

• 自製腰果曲奇

• 免費使用健身室

• 免費於客房內享用迷你酒吧飲品，使用本地電話及無線上網服務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 $1,388 $1,388 $1,388
12月24-30日 -$1588

12月31日 -$3288

喜。慶聚住宿套票

雙人豪華大床房或雙床房

澳門幣1388元酒店消費額 

(適用於炫逸水療、喜公館、盛宴餐廳、游泳池畔及客房用餐服務)

澳門瑞吉酒店 $1,380 $1,480 $1,600

12月30日 -$1600

12月24-25日 -$1680

12月26日 -$1480

12月31日 -$2280

澳門幣500元酒店消費額 

(適用於雅舍、第五大道早餐、瑞吉酒吧、池畔酒吧、客房用餐服務及銥瑞水療

中心)

延遲至下午2時退房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四退房, 其他日子須視乎情況而定)

客房免費升級至路氹景觀客房

美獅美高梅 $1,568 $1,568 $1,768

12月31日 -$2168

12月30日 -$1768

12月24-25日 -$1968

12月26-29日 -$1668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

澳門幣500元酒店餐飲消費額

兩杯金獅波波奶茶(中杯)

雙人早餐

免費升等至度假景觀客房

免費泊車

免費使用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免費客房迷你酒吧

澳門羅斯福酒店 $830 $880 $960

12月24,26日 -$1060

12月25日 -$1260

12月31日 -$1560

• 一晚高級橫琴海景客房

• 提早中午12點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 

(提前入住和延遲退房均需按入住時客房供應情況而定)

• 免費享用房間迷你吧一次

• 入住期間免費自助泊車，使用無邊際泳池及24小時健身中心

• 《拉麵匠》買一送一優惠卷乙張。

•9月30日或之前入住每一次入住每房贈送WX神奇森林動物互動展遊戲券1張

贈送以下任兩項附加禮遇 ! 預訂時請備註選取項目

1. 早餐套餐兩位

2. 升級客房至至尊馬場景大露台客房

3. MOP 200餐飲消費額  (適用於樂怡軒餐廳，龍軒中餐廳和拉麵匠)

4. 戶外遊樂天地遊戲票6張

銀河 $1,078 $1,378 $1,578

12月23,26日- $2078

12月8,20,22日 -$1578

12月24-25,31日 -$2578

入住豪華客房城市景觀大床房一晚(豪華客房城市景觀雙床房需加收澳門幣200)

每房晚可享價值澳門幣300元餐飲消費額 (受條款約束) 

此酒店套票之適用對象僅限於持有效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人士，非

澳門居民不能訂購此套票 

免費享用迷你吧一次

銀河藝萃 免費參觀全新【5 a.m.】油畫展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1,200 $1,200 $1,280

12月26日 -$1530

12月24-25日 -$1860

12月30日 -$1780

12月31日 -$2030

入住豪華皇室大床套房一晚

等值澳門幣300元度假區消費券

確定下午二時延遲退房

*雙床附加費為澳門幣165元/晚

澳門康萊德酒店 $1,100 $1,100 $1,280

12月26日 -$1520

12月24-25日 -$1850

12月30日 -$1600

12月31日 -$2020

入住豪華大床客房一晚

等值澳門幣300元度假區消費券

確定下午二時延遲退房

*雙床附加費為澳門幣275元/晚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 $960 $1,060 $1,260

12月20-22日- $1060

12月24-25日 -$1360

12月31日- $1460

12月23日 -$1160

親子繽紛樂套餐

 一晚酒店客房住宿免費升級至行政會所豪華河景房；

包含自助早餐及行政會所禮遇（包含歡迎飲品，下午茶及黃昏雞尾酒）；

免費贈送憤怒鳥遊樂中心2小時任玩入場券（1大1小）；

以優惠價格澳門幣468++享受60分鐘Sofitel Spa水療按摩療程；

以上套票可供2大2小（12嵗以下）免費入住，但僅免費提供一位兒童早餐及行

政會所禮遇，額外另一位兒童需加收澳門幣120元；

免費泊車。

以上優惠僅限持澳門永久或非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澳門居民及藍卡持有者預訂入

住

澳門文華東方酒店 $1,770 $1,770 $2,370

12月20-23,27-30日 -$2370

12月24-26,31日 -$5070

•豪華客房住宿 (免費升級至豪華海景套房75平方米)

•御苑餐廳雙人早餐

•餐飲及水療中心理療護理消費享20%折扣優惠

•延遲至下午2時退房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四退房)

12歲以下之小童免收費即享：

•酒店住宿包括額外加床或嬰兒床

•兒童住宿用品包括拖鞋，兒童小食，沐浴及洗漱用品

濠璟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4-25,31日 -$680

1.典雅客房1間1晚

2.400元餐飲代金券壹張

3.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洗衣折扣券壹張（洗衣7折，洗鞋5折）

4.致富有限公司折扣券壹張（8.5折）

5.萬豪軒曲奇餅折扣券壹張（6.5折）

澳門JW萬豪酒店 $1,430 $1,530 $1,680
12月23-26,31日 -$1780

12月27-30日 -$1580

每房晚可享港幣/澳門幣600元酒店消費額，適用於澳門JW萬豪酒店及澳門麗思

卡爾頓酒店。  

每次住宿可享JW兒童樂園三小時免費入場，適用於兩位成人及一位17歲或以下

小童。

免費升級至尊貴客房

免費自助泊車。

豪華雙床房需額外收取每房每晚港幣/澳門幣220元（視乎客房實際供應情況而

定）。

澳門凱旋門酒店 $960 $960 $1,160

1.入住頂級大床房一晚包含2位早餐

2.只限于大床客房

3.免費使用迷你吧

4.延遲退房至下午三點

5.享受在凱旋廊兩人迎賓飲品

6.附加澳門幣500升級至一房一廳套房 (須視乎客房情況而定)

7.免費本地電話及無線上網服務

8.免費使用游泳池及健身室(游泳池於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暫停開放)

9.包含澳門幣400元餐飲券(有效期至2023年06月30日)

10.入住期間享有免費代客泊車服務(如需使用代客泊車服務，請將車輛駛至酒店

正門)

星際酒店 $1,030 $1,030 $1,080
12月24-25,31日 -$1580

12月8,20,22-23,26日 -$1530

�入住星際酒店豪華客房一晚.

�入住當晚於品味坊餐廳享用雙人輕便晚餐.

�無限暢玩天浪淘園 (開放時間將視乎天氣及季節而定).

「銀河藝萃」免費參觀全新【5 a.m.】油畫展

�保証延遲退房至下午2時.

�免費迷你吧.

�免費歡迎水果

�免費使用健身中心.

�免費高速無線上網.

�免費穿梭巴士.

維景酒店 $480 $480 $530 12月24-25,31日 -$580

入住高級客房一間一晚(免費升級至豪華客房)

兩位自助午餐

贈送50元酒店大堂餅店消費額

免費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

免費歡迎Mini Bar

免費無線上網

璇宮餐廳晚市八折 

金滿軒中餐廳消費200元以上立減50元 

贈送精美記念品一份  

到店升級優惠：

可以額外加200元升級至豪華家庭套房(贈送午餐一份)

*只限澳門居民使用

勵庭海景酒店 $650 $650 $750
12月24-26日,12月31日

-$950

免費升級至高級海景客房(視乎酒店供應情況而定)

澳門幣$300元餐飲禮券

免費上網服務

免費使用游泳池和健身中心

免費自助泊車(每房僅限一輛車輛於入住期間停泊)

君怡酒店 $580 $630 $730
12月3日 -$960

12月24-26,31日 -$860

免費提升客房為”至尊豪華客房”； 

房價包含10%服務費及5%政府稅；

房價包含 “早餐套餐” 兩份； 

免費獲贈$200餐飲現金券 (條款及規則限定)；

免費使用停車場 (視酒店情況而定)；

免費無線上網；

免費享用酒店健身室；

免費延遲退房時間至下午14:00。

皇家金堡酒店 $518 $518 $538
12月24-25,31日

-$538

免費提升至豪華客房

附加澳門幣100可升級至尊貴客房

免費延遲至下午2時退房

免費上網服務

住客每房每次入住可獲贈澳門幣300餐飲禮劵

住客每房每次入住可獲贈澳門幣100餐飲折扣劵(受條款約束)

免費使用健身室及室內恆溫游泳池

入住期間免費自助泊車(每房僅限一輪車輪停泊)

四星級酒店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澳門假日酒店 $480 $480 $630 12月24-26,31日 -$880

入住標準客房一晚

假日軒中餐廳$200現金券 

(現金券需在登記入住日起30天內使用並提前一天預約訂位)

免費使用健康中心 (健身室及泳池)

金龍酒店 $505 $505 $505 12月30-31日 -$555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300餐飲現金券，多達7間餐廳可使用

再送$100餐飲優惠券（受條款限制）

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從容安排假期日程

套票只限澳門市民購買

駿龍酒店 $505 $505 $505 12月30-31日 -$555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300餐飲現金券，多達7間餐廳可使用

再送$100餐飲優惠券（受條款限制）

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從容安排假期日程

套票只限澳門市民購買

新濠影滙酒店 $1,000 $1,100 $1,250
12月24-25,30-31日 -$1430

12月26日 -$1250

明星滙經典客房一晚住宿

轉雙床需加收澳門幣100元/每晚每間, 入住時於前枱繳交

澳門幣500元消費回贈*(由11月1日起改為$500元餐飲現金劵)

進入戶外游泳池(*冬季或定期維護期間, 按酒店現場安排為準)及明星滙健身中心

免付費本地通話及無線上網

以上套餐只限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預訂

利澳酒店 $680 $780 $880
12月24-26,31日 -$980

每房一份套餐，客人可在如下套餐內二選一享用（用餐點：3/F[喜粵8]餐廳）

套餐1：海皇八寶冬瓜盅（1個），北京片皮鴨（1隻）

套餐2：慢煮黑椒牛肋骨（1份），蔥油淋筍殼魚（1條）

免費Wi-Fi服務

免費享用酒店室內泳池及健身設施

辦理入住時贈送酒店精美小禮一份

入住期間免費自助泊車服務

免費提供延遲退房服務至下午三時

澳門雅詩閣 $700 $800 $900 12月20日,12月25日-$900

套餐房型為豪華客房(大床或雙床)

套餐價格為（港幣：澳門幣1對1），其中包含每間客房每晚10％的服務費和5％

的旅遊稅。

套餐包括每房每晚MOP500的餐飲券（可在澳門雅詩閣一樓三家餐廳使用 如 

順軒海鮮酒家，豐收台西餐廳及御瀛日本料理)。

豐收台西餐廳暫時關閉供應早餐，直至另行通知 。

與父母/監護人同住一間房的12歲以下兒童無需支付額外費用（無需加床）

加床為澳門幣517.50NETT 

1張1晚(加床適用於行政套房及尊享套房);加床有限,視乎床態情況而定。

需要提前預訂，並且需視乎房間的空房情況而定。 

套餐預訂後不予退還；預訂確認後，無法取消和更改 

(因惡劣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澳門雅詩閣沒有提供免費停車位，停車位將以先到先得，並收取每小時MOP $ 

25的費用。

如有任何爭議，澳門雅詩閣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澳門富豪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4-25,31日 -$680

1.高級客房1間1晚

2.400元餐飲代金券壹張

3.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洗衣折扣券壹張（洗衣7折，洗鞋5折）

4.致富有限公司折扣券壹張（8.5折）

5.萬豪軒曲奇餅折扣券壹張（6.5折）

葡京人 $880 $880 $980

歐舒丹高級客房(大床/雙床)+$400餐飲現金券(每日)+$200零售現金券(每房每晚) 

+ 延遲退房至下午1時

東望洋酒店 $300 $300 $330

12月24日-$380

12月25-27日-$330

12月30-31日 -$680

入住豪華雙人房1間1晚。

免費領取價值$188手信禮包。

每房贈送 "麗湖軒酒家"價值 

$100現金劵一張。（本優惠劵不能與其他折扣類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免費享用無線上網。

免費乘搭酒店客用穿梭巴士。

退房時間延至翌日下午2時。

此套票適用於澳門居民和非澳門居民

新麗華酒店 $630 $630 $730
12月23-25日 -$1130

雙人客房住宿一晚 

早餐兩位

週末自助晚餐兩位

兩磅葡京酒店雜果忌廉蛋糕一個

英皇娛樂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3-25,31日 -$880

免費升級行政客房

延遲退房至15：00

酒店精美禮品每房每晚一份

價值MOP200酒店餐飲禮券每房每晚一張

京都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4-25,31日 -$680

1.潮式客房1間1晚

2.400元餐飲代金券壹張

3.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洗衣折扣券壹張（洗衣7折，洗鞋5折）

4.致富有限公司折扣券壹張（8.5折）

5.萬豪軒曲奇餅折扣券壹張（6.5折）

三星級酒店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盛世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3-25,31日 -$880

豪華客房免費升級至行政客房。

於盛世咖啡廳享用雙人早晨套餐 (07:00–10:30)及雙人晚餐套餐 (18:00–21:30)。

獲贈酒店精美禮品（每個預訂一份）。

免費穿梭巴士來往澳門盛世酒店和英皇娛樂酒店。

免費享用大堂及客房無線網路。

每間客房最多可容納三人入住，並向第三位需收取額外費用。（請向酒店前臺

資詢）

以上所有套票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帝濠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4-25,31日 -$680

1.豪華客房1間1晚

2.400元餐飲代金券壹張

3.高潔專業洗衣有限公司洗衣折扣券壹張（洗衣7折，洗鞋5折）

4.致富有限公司折扣券壹張（8.5折）

5.萬豪軒曲奇餅折扣券壹張（6.5折）

港灣大酒店 $480 $480 $480

港灣大酒店標準房1間1晚+歐亞綠洲按摩(娛樂)會所50現金券+以下其中一項

A 海上游觀光船票2位/日遊含自助餐(改為夜遊需另加$80)

B 海銀海記牛肉火鍋店$400現金券

C 三隻小豬餐廳$300現金券

D 蘭香閣$300現金券

E 康泰酒店餐廳現金券$400

F 富貴門海鮮酒家現金券$400

財神酒店 $480 $480 $480

• 豪華客房一間

• MOP300餐飲現金劵及MOP100優惠券

• 延遲退房至14:00

• 免費無線上網

• 只適用於澳門居民，入住時必須出示澳門居民身份證

富華酒店 $408 $408 $448

1.套餐價格為澳門元，其中已包含服務費及旅遊稅費用。

2.酒店不設加床服務，如需轉三人房加價格MOP100元。

3.雅致客房一間一晚+贈送價值300元富華軒酒家消費券（50元/張，共6張）按每

張單消費滿250元，可抵扣1張消費券，滿額可疊加使用（特價套餐、特價菜品

、點心及節假日除外）；

4.套餐預訂確認後，不接受取消和更改，因惡劣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5.如有任何爭議，富華酒店保留活動最終決定權。

6.套餐適合任何國籍人士。

澳門巴黎人 $950 $950 $1,040

12月26日 -$1370

12月24-25日 -$1700

12月30日 -$1120

12月31日 -$1860

入住豪華大床客房一晚

等值澳門幣300元度假區消費券

確定下午二時延遲退房

*雙床附加費為澳門幣110元/晚

萬龍酒店 $485 $485 $485 12月30-31日 -$535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300餐飲現金券，多達7間餐廳可使用

再送$100餐飲優惠券（受條款限制）

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從容安排假期日程

套票只限澳門市民購買

御龍酒店 $485 $485 $485 12月30-31日 -$535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300餐飲現金券，多達7間餐廳可使用

再送$100餐飲優惠券（受條款限制）

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從容安排假期日程

套票只限澳門市民購買

澳門怡富酒店 $579 $579 $579
高級雙床房/高級大床房雙人住宿一晚

400餐飲券

藝舍 $580 $580 $580 12月23-25日,12月31日 -$680

高級客房一間一晚

 MADZ Kitchen葡國餐廳澳門幣300元現金劵

免費延遲退房至下午三點

免費Wi-Fi上網服務

酒店內藝術畫作導賞介紹

萬事發酒店 $480 $480 $480

預訂即享以下優惠：

‧ 入住標準大床房/雙床房一晚

‧ 每間房可獲贈價值澳門幣200餐飲消費券 (有效至2023年01月31日)

‧ 可提早至中午12時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3時

‧ 所有預訂成功後不可取消

‧ 萬事發酒店保留修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 如有爭議，萬事發酒店擁有最終決定權。

***此套票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及「澳門非永久居民」***

康泰酒店 $480 $480 $480

入住舒適乾淨雙人客房一間一晚。

特惠餐券四選一：

一. 康泰酒店消費額$400（適用於康泰餐廳及水療）;

二. 海銀海記現金券$400;

三. 富貴門海鮮酒家現金券$400;

四. Isaac Toast Macau現金券$400. 

濠江 $200 $200 $200
憑禮券可入住當天濠江酒店雙人房 +1盒飲料

房型: 大床房 或 雙床房

二星級酒店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澳門新口岸智選假日酒店 $480 $480 $480

每房包含最多澳門幣200元之餐飲卷 

(可用於三樓梳打冰室及另外本澳三間分店，可選擇於   

早餐、午餐或晚餐使用。)

免費升級至標準房大床寬敞面積

如預定兩間客房, 可特別安排［家庭相連］客房

如入住客人有12歲以下小童, 可特別安排兒童帳篷 (先到先得制) 

免費提前至中午12時入住以及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 

可免費借用酒店提供之紙牌遊戲 (先到先得制) 

酒店提供［世遺探索自遊行］地圖及指引，如親自拍照至少4個澳門著名景點, 

可獲贈一套酒店特別禮品包壹份 (每房最多兩份,先到先得制) 

此套餐對象為澳門永久和非永久居民

如有任何爭議，澳門新口岸智選假日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卡爾酒店 $430 $430 $430 12月24-25,31日 -$530

房間佈置。

MOP100 南洋咖啡優惠券。

標準大床房一晚。

免費享用迷你酒吧，無限網絡和健身室。

五洋酒店 $240 $240 $240
12月25,31日 -$330

豪華雙人房 x 1間

早餐餐券 x 1張（價值60元) (只限酒店內的大老爺餐廳適用)

入住酒店其他優惠

可提早入住及延遲到下午2點退房

免費Wi-Fi 服務

價格均己包括10%服務費及如有適用之稅項

(註明:套餐只限澳門居民適用)

回力酒店 $760 $760 $860 12月25日-$860

回力酒店豪華客房+雙人自助晚餐

入住當晚兩位回力自助餐晚餐（18:30-22:30）

免費上網服務和本地通話服務

免費停車服務（需停在海立方停車場免費，停車的車位有限，以先到先得為原

則）

回力酒店金庫餐廳餐牌7折優惠（11:00-23:00）

海立方2樓<發財粥麵>點心6折，厨師推介7.5折優惠 (24小時服務) 

海立方2樓<富豪吧>可以以18元享用指定套餐（12:00-24:00）

海立方尊尚休閒中心優惠服務 （24小時服務: 88013113）

非澳門居民可訂購此住宿套票，但不獲澳門政府優惠資助，需支付原價

鎮興賓館 $530 $530 $530

本套票不能兌換現金。套票內容︰

1.大床房/雙床房一晚，可免費提前入住時間中午12：00及延遲退房至下午14：0

0（具體房型/提前入住情況以賓館實際房態為準）

2.免費WIFI上網

3.鎮興餐廳(酒樓)代金券$300（適用於早中晚市）。

4.再送鎮興餐廳(酒樓)晚市$60消費券（不與其他折扣優惠同用）

此套票對象為澳門永久性居民或澳門非永久性居民。

東亞酒店 $480 $480 $480

東亞酒店標準房一間一晚+以下其中一項

A 海上游觀光船票2位/日遊含自助餐(改為夜遊需另加$80)

B 海銀海記牛肉火鍋店$400現金券

C 三隻小豬餐廳$300現金券

D 蘭香閣$300現金券

E 康泰酒店餐廳現金券$400

F 富貴門海鮮酒家現金券$400

假期酒店 $480 $480 $480

*入住雙人房一晚。

* 可提早入住及延遲下午兩點退房。

*酒店免費 wi-fi上網。

*利基通訊 MOP50現金券 二張 (消費滿500元方可使用一張，如此類推）

  適用於小米電子產品及配件（手機除外）

*Meat Up 燒肉食館 $100現金券 二張（消費滿1000元方可使用一張，如此類推）

*特色餐券三選一

A. MOP400 公雞葡國餐

  澳門新馬路東方斜巷10號 Tel:28827318

B. MOP 400天九門重慶火鍋

  氹仔南京街 6號雍景灣地下L鋪 Tel:28570000

C. MOP 400老九門重慶火鍋

  澳門東北大馬路651號海名居二座O鋪 Tel:28435700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或澳門非永久居民

錦江之星 $398 $398 $398 12月31日-$688

1、酒店住宿一晚； 

2、可提前中午10點入住，延遲至下午14點退房； 

3、免費使用酒店WIFI; 

4、酒店陽光餐廳消費券300MOP（50元/張，共6張；條款及規則限定：消費滿10

0元使用一張）；          

5、陽光餐廳用餐享受8.8折優惠；

6、酒店客房50元抵用券4張；

城市客棧 $418 $418 $418

澳門城市客棧豪華大床房或豪華雙床房一晚住宿，可延遲退房至下午14:00（視

入住情況給予安排）.

需2位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登記（+18MOP）.

每晚/每間房入住在前台辦理完入住手續後即可領取餐飲消費券3張，共MOP300

，可疊加使用！

如1人登記入住需額外支付MOP218

餐飲消費券使用地點：1.第一無國界料理；2.俾利喇美食中心廣場五樓；3.大廟

腳雞蛋仔。

家穎賓館 $480 $480 $480

[餐飲]家系列專享美食券一張（4選1，客人預訂時請務必註明）

1、好世界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2、黃金閣豪食府 400澳門元現金券

3、美居大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4、珀克餐廳 自助午餐餐券兩張

三星級公寓

二星級公寓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家圓賓館 $480 $480 $480

[餐飲]家系列專享美食券一張（4選1，客人預訂時請務必註明）

1、好世界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2、黃金閣豪食府 400澳門元現金券

3、美居大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4、珀克餐廳 自助午餐餐券兩張

家億賓館 $480 $480 $480

[餐飲]家系列專享美食券一張（4選1，客人預訂時請務必註明）

1、好世界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2、黃金閣豪食府 400澳門元現金券

3、美居大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4、珀克餐廳 自助午餐餐券兩張

家逸酒店 $480 $480 $480

[餐飲]家系列專享美食券一張（4選1，客人預訂時請務必註明）

1、好世界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2、黃金閣豪食府 400澳門元現金券

3、美居大酒樓 400澳門元現金券

4、珀克餐廳 自助午餐餐券兩張

新華大旅店 $499 $579 $579
12月23-25, 30-31日 -$619

《電影拍攝現場人氣打卡之旅，體驗如夢如幻的電影世界》

1.     住宿 「穿越時空」雙人主題客房一間一晚

（澳門福隆新街67號／info@sanvahotel.com ／＋853 6630 2395／ www.sanvahotel.com ）

2.     破天荒免費 讓客人在旅店內的真實 ”電影拍攝現場” 

作各類型人像或藝術拍攝､短片､IG打卡､進行 

Cosplay變服扮演。。。等等，客人可自備服飾，化身電影中主角，體驗如幻似真的電影意境，

旅店內氣氛懷舊，充滿回憶的味道，仿如隔世；新華大旅店 

不只是一座充滿傳奇之已評定歷史建築物，亦是多套知名電影的拍攝現場，例如：《伊莎貝拉

》（中國香港）、《2046》（中國香港）、《愛神~手》（中國）、《蝴蝶》（中國香港）、《

巨輪》（中國香港）、《盜賊門》（韓國）、《媽閣是座城》（中國）、《Bad boy 

特攻》（中國香港）、《EmpireHotel》（中國澳門）等等。。。快來把握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 （價值MOP600起）

3.     贈送譽滿濠江的 煥記海鮮飯店 二人精選五道套餐（價值MOP300）

（澳門福隆新巷1-3號）

4.     免費尊享一位12歲以下小童入住 （需出示身份証明，不設加床服務）

5.     免費WiFi上網

6.     免費提早上午11時入住，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

條款及細則：

優惠適用於所有客人，唯澳門居民可享政府補貼

需兩人入住，如一人入住房價不變，另可加MOP50轉三床房 

每房按金MOP500，若任何一位客人未能出示有效澳門身份證作登記，本店會按「澳人食住遊」

指引從按金中扣除每人MOP200之優惠差額

客人如欲進行Cosplay變服扮演，請自備拍攝器材和服飾，本旅店只提供免費埸地

二人精選五道套餐由發出日起30天內有效，不可轉讓，

套餐包括：碧綠炒油菜，絲苗白飯2碗，汽水2罐，及

第一道（四選一）：豉汁蒸風蟮、海參扒鴨掌、西蘭花炒帶子、蒜子火腩炆風蟮

第二道（四選一）：脆皮炸子雞半隻、豉油皇中蝦、油泡石斑球、黑椒牛肋骨

（套餐菜式如售罄，餐廳將提供同等價值的另選菜式） 

如有任何爭議，新華大旅店將保留更改此優惠之權利而毋須作事前通知及保留行使此優惠之最

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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