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勵宮酒店 $1,280 $1,280 $1,280

12月24至12月25日

12月31日

$2,280

10月至12月份:

住宿套票包括：

• 豪華客房住宿一晚

• 兩位早餐

• 雙人藍鯨1海上遊套票 (套票含晚餐) 及MOP$300酒店餐飲卷

  或

  MOP$600酒店餐飲卷 

(可用於酒店旗下餐廳：永玖坊、巴黎餐廳、勵皇軒、梳打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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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

$1,480

12月份

$1,880

11月份

$1,880

12月份

$2,080

11月份

$2,480

12月份

$2,980

12月20日,

12月24至26日,

12月31日

$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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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房間餐飲服務)

免費升級至艾菲爾鐵塔景觀豪華客房 

(房間免費升級將根據酒店當天入住情況而定)

18歲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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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標準無綫上網，最多可供6台裝置使用

升級至雙床需另加澳門幣220 元正

優惠只適用於澳門居民(包括藍卡持有人)

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有任何爭議，澳門四季酒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新葡京酒店 $1,280 $1,380 $1,480
12月26日,12月31日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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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價格及說明(成人)：每位成人需加MOP165

早餐價格及說明(兒童)：每位小童需加MOP165

永利皇宫 $1,509 $1,674 $1,784

12月31日

$2,774

12月24至25日,12月30日

$2,004

12月26至29日 $1,674

• 豪華特大床客房住宿1晚

• 雙人早餐客房送餐服務

• 保證中午12時提早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4時

•免費使用上網服務

•尊享觀光纜車無限次搭乘                                                                                      

(非澳門居民可訂購此住宿套票，但不獲澳門政府優惠資助，須支付原價。)

永利 $1,509 $1,674 $1,784

12月31日

$2,774

12月24至25日,12月30日

$2,004

12月26至29日 $1,674

•        豪華特大床客房住宿1晚

•        雙人早餐套餐可選擇送餐服務，或前往咖啡苑或咖啡廷享用

•        保證中午12時提早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4時

•        免費使用上網服務

•        免費代客泊車或自助泊車

(非澳門居民可訂購此住宿套票，但不獲澳門政府優惠資助，須支付原價。)

澳門君悅酒店 $1,480 $1,580 $1,980

12月23日,12月26日,12月30日

$1,830

12月24至25日

$2,380

12月31日

$2,680

一晚豪華客房住宿

 兩人精美早餐

澳門幣600元之酒店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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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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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鋒 $1,280 $1,480 $1,730

12月23日,12月26日,12月30日

 $1,630

12月31日 $2,480

12月24至25日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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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700元消費回贈*

新濠鋒室內恆溫無邊際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免付費本地通話及無線上網

房內免付費的荷里活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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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濠鋒保留修訂及詮釋本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其他條款及細則適用（按要求提供）

澳門美高梅 $1,768 $2,168 $2,368

12月31日 $3,968

12月23日,12月26至29日

$2,168

12月24至25日,12月30日 $3,168

預訂即享以下優惠:

澳門美高梅客房

精致早餐2位

每晚澳門幣400餐飲消費額(餐廳建議提前預訂)

所有客人必須為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以及必須於入住或住宿期間登記

金沙 $1,079 $1,167 $1,519

12月24日 $3,455

12月25日 $3,895

12月26日 $2,838

12月30日 $3,015

12月31日 $3,818

預訂澳門金沙酒店住宿套票即享以下優惠:

- 入住豪華大床套房一晚

- 等值澳門幣300元度假區消費券

-確定下午二時延遲退房

*度假區消費券 (「消費券」) 

需於辦理入住手續當日前往酒店大堂禮賓部或指定前台領取。

*消費券可用於[澳門teamLab超自然空間] 

或指定活動，餐廳或酒廊，水療中心，及禮車接送服務。

等值澳門幣300元度假區消費券、套票只適用澳門居民使用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五星級豪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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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600 $700

12月20日,

12月24至25日 $930

12月31日 $1,030

超值住宿連雙人自助早餐套票:           

1.以上套餐適用於所有國籍的客人使用

2.入住高級房大床或雙床

3.雙人自助早餐

4.免費使用室內游泳池

5.免費使用二十四小時健身房

皇都酒店 $528 $528 $528

以上優惠包括：

1間1晚豪華客房2位客人住宿(凈房)、澳門幣$300元現金券以及2杯歡迎飲品

現金券有效日期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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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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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雅辰酒店

11月份

$730

12月份

$780

11月份

$830

12月份

$880

11月份

$1,030

12月份

$1,080

12月24至26日,

12月30至31日 $1,080

套餐內容：

澳門幣500餐飲代金券（每房每晚）

升級至尊貴客房，盡享房內免費電影

暢享酒店度假村設施，包括健身室，桑拿以及四周環繞著鬱鬱蔥蔥熱帶花園的

寬敞泳池

2小時免費暢玩兒童中心，適合4-14歲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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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此優惠）

標準入住時間為下午三點，退房時間為中午十二點。僅入住期間未退房的賓客

可享用渡假村設施

餐飲代金券在入住日期起一個月內有效

代金券適用於酒店正價菜單(單點菜式，下午茶套餐，套餐及自助餐); 

特別推廣除外;並只適用於薈景閣咖啡室，或灆泰國餐廳或餅店使用

請預先訂座方可使用代金券，餐廳有權因實際情況限制預先訂座之數量

葡京酒店 $600 $650 $700

12月24至26日,12月31日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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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808 $998
12月24至25日 $1,080

12月31日 $1,580

喜來饗樂

-雙人豪華大床房或雙床房

-澳門幣500元酒店消費額 

(適用於喜公館、盛宴餐廳、游泳池及客房用餐服務)

澳門瑞吉酒店 $1,680 $1,780 $1,880

12月24至25日 $2,660

12月26至30日 $1,780

12月31日 $4,080

豪華客房住宿

雙人精緻早餐

特色雞尾酒 2 杯 (按每房每次預訂計算)(原價MOP148+10%)

雙人精緻下午茶(按每房每次預訂計算)(原價MOP398+10%)

免費客房升級至下一級別, 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澳門大倉酒店 $1,378 $1,678 $1,678

12月24至

26日,12月31日

 $3,378

雙人早餐套餐 (美式早餐或中式早餐)

每次入住享有澳門幣300餐飲消費券 (適用於銀河渡假村及大倉酒店各餐廳)

免費暢玩天浪淘園 2位大人(13歲以上)+ 2位兒童(12歲或以下) 

(*將於五月份開放)

此優惠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及非永久居民

美獅美高梅 $1,568 $1,568 $1,968

12月26至29日 $1,768

12月31日 $2,968

,12月24至25日,12月30日 $2,168

預訂即享以下優惠：

美獅美高梅客房

精致早餐2位

每晚澳門幣400元的餐飲消費額(餐廳建議提前預訂)

所有客人必須為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以及必須於入住或住宿期間登記

澳門羅斯福酒店 $880 $930 $1,060

12月26日 $1,060

12月24至25日 ,12月31日 $1,860

12月21至23日 $910

套票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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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訂時未能確認)

·   免費房間迷你吧一次

·   免費自助泊車，享用酒店室外無邊際泳池及24小時康體設施

· 《拉麵匠》Buy 1 Get 1 優惠卷乙張。

12月30日或之前入住每間客房更可獲贈《WX侏羅紀恐龍－冒險樂園》互動展

成人門票乙張(價值MO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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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樂怡軒餐廳和龍軒中餐廳)

4.       戶外遊樂天地遊戲票6張和遊戲代幣20個 (價值MOP 400)

銀河 $1,268 $1,468 $1,468
12月24至26日,12月31日

$3,080

預訂即享以下優惠：

-入住豪華客房城市景觀大床房/雙床房一晚

-每房晚可享價值澳門幣300元餐飲消費券 (受條款約束)

- 免費暢玩天浪淘園 (開放日期將於網站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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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床及早餐請向酒店訂房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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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威尼斯人酒店 $1,255 $1,343 $1,607

12月31日 $4,346

12月24日,12月26日,12月30日 $2,927

12月25日 $3,191

預訂澳門威尼斯人酒店住宿套票即享以下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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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套票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及「澳門非永久居民」。

澳門康萊德酒店 $1,158 $1,246 $1,422

12月31日 $4,802

12月24日,12月26日,12月30日 $2,522

12月25日 $2,874

預訂澳門康萊德酒店住宿套票即享以下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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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套票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及「澳門非永久居民」。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 $1,160

11月份

$1,260

12月份

 $1,360

11月份

$1,460

12月份 

$1,560

12月26日  $1,460

12月31日 $1,960

12月24至25日  $1,660

12月27至30日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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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1,500

11月份

$1,920

12月份

$2,120

12月20至26日,

12月30至31日 

$3,920

湖畔逸居

• - 入住豪華灣海客房一晚

• - 每晚享澳門幣500元餐飲消費額

• - 水療中心理療護理享20%折扣優惠

• - 延遲至下午4時退房 (只適用於星期一至四退房)

• - 兒童專用泡泡浴用品一份

• - 7人車接載往返觀音像海濱休憩區

• - 入住客人可免費使用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只適用於持有效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藍卡） 

及在澳留學之人士

濠璟酒店 $610 $610 $760

12月24至26日,12月31日

 $960

1.典雅客房1間1晚

2.雙人中式或西餐晚餐

3.雙人旅遊塔觀光層門票

4.延遲退房至14:00

5.免費穿梭巴士服務

升級優惠（辦理入住時使用）

1.購買酒店西式早餐按特價30/位

2.增加$200.00可改入住三人典雅客房  (同享1位自選晚餐及旅遊塔觀光塔門票 )

3.額外購買旅遊塔觀光層門票享受優惠$109元1張

4.免費提升至向海客房 (按酒店客房情況)

（升級優惠費用需與辦理入住時支付）

備註： 此套票只適用於「澳門永久居民」及「澳門非永久居民」。 

如有未詳之處，請與本店聯繫 

澳門JW萬豪酒店

11月份

$1,580

12月份

$1,680

11月份

$1,780

12月份

$1,880

11月份

$2,080

12月份

$2,180

12月24至26日  $2,580

12月31日 $3,080

每房晚可享JW兒童樂園一小時免費入場，適用於兩位成人及一位17歲或以下

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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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房晚可享天浪淘園設施免費使用，適用於兩位成人及兩位12歲或以下小童

免費自助泊車。

酒店消費額必須於入住期間(退房前)使用，餘額將不獲退款。

酒店消費額適用於客房迷你吧、酒廊、餐廳、兒童樂園或水療中心 

(需視乎酒店設施的營業情況而定)，但不能用作扣除房費。

澳門凱旋門酒店 $1,530 $1,680 $1,680 /

套票包括

1. 入住頂級大床房一晚包含2位咖啡廳自助早餐

2. 免費使用迷你吧

3. 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4. 包含澳門幣500元餐飲券(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5. 入住期間享有免費代客泊車服務



平日 周五 周六 特別假期
酒店名稱

價格
套票內容

維景酒店 $500 $500 $700 12月24至26日 $900

入住高級客房一間一晚(免費升級至豪華客房)

兩位自助早餐

免費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

免費歡迎Mini Bar

免費無線上網

免費享用酒店室內泳池及健身設施

璇宮餐廳晚市八折 

翠廬咖啡室周末自助晚餐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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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限澳門居民使用

勵庭海景酒店 $580 $680 $780
12月24至26日 $730

12月31日 $930

房間價格為淨價

免費升級至高級海景客房

早餐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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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至26日,

12月31日

 $830

12月4日  $1,060

客房提升為"至尊豪華客房"

美式早餐兩份

免費獲贈$200餐飲現金券(條款及規則限定)

免費享用酒店泳池及健身室

免費使用停車場(視情況而定)

延遲退房時間至下午14:00

此優惠價格只限澳門居民使用

皇家金堡酒店 $580 $680 $680 12月26日 $680

免費提升至尊貴客房

住客每房每次入住可獲贈澳門幣200餐飲禮劵

免費提前至中午12時入住

免費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免費上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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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價格及說明(成人)：每位成人需加MOP88及10%服務費

早餐價格及說明(兒童)：每位兒童（4至12歲）需加MOP88及10%服務費,3歲以

下兒童免費

澳門假日酒店 $730 $830 $830

12月24至25日,12月31日  

$1,530

套票名稱: 假日食 ▪ 住 ▪ 遊 ( 9-12月)

套餐內容：

-免費升級至豪華房 

- 兩位60分鐘足療按摩

- 兩份美式半自助早餐

- 免費使用健康中心 (健身室及泳池)

-登記入住時如另加MOP $388nett可升級至套房 

金龍酒店 $530 $580 $680

12月31日 $1,080

12月30日 $1,030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贈送$200餐飲現金券，多達7間餐廳可使用再送$100餐飲

優惠券，輕鬆享受8折優惠

延遲退房至下午2點，從容安排假期日程

早餐價格及說明(成人)：$68

早餐價格及說明(兒童)：$68

套票只限澳門市民購買

駿龍酒店 $530 $580 $680

12月31日 $1,080

12月4日 $1,180

12月30日 $1,030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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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 $1,230 $1,480

12月23日,12月26日,12月30日

 $1,430

12月24至25日 $1,980

12月31日 $2,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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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人星滙自助早餐

·         影滙之星門票兩張

·         進入戶外游泳池及明星滙健身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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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濠影滙保留修訂及詮釋本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         其他條款及細則適用（按要求提供）

利澳酒店 $400 $500 $600
12月24至26日,12月31日

 $1,360

住客每房每晚贈送MOP100酒店餐廳任何用餐消費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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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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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價格:每位MOP90.00; 3歲以下免費

澳門雅詩閣 $680 $780 $880

12月24至31日

 $980

套餐房型為豪華客房(大床或雙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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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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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豪親子客房一間一晚 免費停車 

 雙人自助行政樓層早餐 

 免費Wifi無線上網 

 延遲退房至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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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望洋酒店 $660 $680 $710

12月30至31日  $1,080

12月24至27日 $880

套票優惠：                           

1.入住觀景豪華雙人房1間1晚

2.精美中式早餐。

3.按入住人數每人自選歡迎飲品或高級品牌紅酒一杯。

4.免費自選原價$288芝士焗龍蝦1隻或領取價值$300手信大禮包。

5.免費享用無線上網。

6.免費乘搭酒店客用穿梭巴士。

7.退房時間延至翌日下午2時。

8.此套票適用於澳門居民和非澳門居民。

新麗華酒店 $580 $630 $680

12月24至25日,12月31日

$680

Ø雙人豪華客房住宿一晚 

Ø早餐兩位 

Ø川粵晚餐兩位

Ø $100元新八佰伴禮劵一張

尊享待遇:

提早於中午十二時入住及延遲退房服務至下午3:00

特惠早餐每位收費$50

洗衣/乾洗服務九折優惠

免費於房間內使用無線上網服務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國籍人士

英皇娛樂酒店 $880 $1,080 $1,080

套票優惠:

1. 免費升級行政客房

2. 200現金餐飲券

**只限澳門居民

京都酒店 $608 $638 $688
12月24至26日,31日

$788

潮式雙床客房1間1晚+A套餐或B套餐

A套餐：雙人龍蝦套餐

-一吋牛扒*1份

-龍蝦半隻*2份

-龍蝦海鮮燴飯*2份

-咖啡或茶*2杯

B套餐：雙人鮑魚套餐

-分蹄拼海蜇*1份

-紅燒碗仔翅*2份

-黑松露大蝦*2只（位上）

-原只花菇扣鮑魚（配白飯）*1份

-荷塘月色*1份

-餐後水果*1份

套餐用餐時間：入住當天晚上或離店當天中午

預訂細則：

-客人預訂時需備註選擇A套餐或B套餐；

-需提前一天預約餐位；

盛世酒店 $568 $668 $768

套票內容:

1.免費升級至行政客房。

2.於酒店三樓盛世咖啡廳享用雙人早晨套餐。

3.送雙人免費英皇夜宵禮券，于澳門英皇娛樂酒店三樓使用。

4.免費享用大堂及客房無線網路。

5.免費穿梭巴士來往澳門盛世酒店和英皇娛樂酒店。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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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酒店前臺

當天報價為准）

7.享受盛世咖啡廳九折優惠。

8.入住客人必須提供澳門永久或非永久身份證以便辦理入住。

9.酒店室外游泳池由2020年11月1日冬季暫停開放，直至另行通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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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920 $940

12月24至25日,

12月31日

 $1,140

帝濠酒店豪華客房1間1晚+帝濠軒海鮮火鍋2人份

（海鮮火鍋價值每人澳門元388+10%）

注意事項

1. 入住時間為下午2時，退房時間為正午12時

2. 入住時需提交500元押金

3.火鍋餐券不限於入住當日使用，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財神酒店 $580 $680 $680 /

MOP300餐飲現金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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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價格及說明(成人)：每位澳門幣70元

早餐價格及說明(兒童)：每位澳門幣70元

富華酒店 $478 $478 $608

12月24日,26日,31日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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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緻客房一間一晚+富華軒酒家清蒸龍躉1條（限午、晚餐堂食）或富華軒酒家

MOP150消費額

（2選1）

澳門巴黎人 $991 $1,079 $1,343

12月31日 $3,818

12月24,26,30日 $2,399

12月25日 $2,663

預訂澳門巴黎人酒店住宿套票即享以下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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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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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龍酒店 $530 $580 $680

12月31日 $1,080

12月30日 $1,030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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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580 $680

12月31日 $1,080

12月30日 $1,030

套餐內容：

客房免費升級房型，舒適享受入住起每一刻

贈送$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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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都酒店 $1,380 $1,380 $1,380
12月25至26,31日

$1,580

1. 華都酒店豪華客房一間一晚

2.每房入住時可獲100元餐飲折扣卷一張(按折扣卷條款使用)

3.  享用酒店王子海鮮酒家4-6位魚蝦蟹海鮮餐, 只限在入住當晚下午6-9時享用 

魚蝦蟹海鮮餐 4-6位用

白灼虾 (1斤)

薑沖焗肉蟹（1隻/约1斤）

清蒸花尾躉 （1條/约1斤）

海鮮豆腐羹 (1例) 

順德鯪魚餅  (1例)

椒盐鮮魷(1例)

砂碢鮑魚雞粒焗飯(1例)

甜品

以上套餐內容價值mop1688

澳門怡富酒店 $468 $468 $468
12月24至26日 $548

12月30至31日 $618

雙人住宿套票:

    1) 雙人住宿1晚(連服務費)

    2) 蠟像館門票2張

藝舍 $580 $580 $580 12月23至31日 $680

套票已含雙人早餐，加購價為MOP $50/份

加床費用為每晚MOP $100，每間客房只可加床1張。

預訂即享以下優惠:

1.    高級客房一間一晚

2.    二人份特色早餐

3.    廣場葡國餐廳澳門幣300元現金劵

4.    免費延遲退房至下午三點

5.    免費Wi-Fi上網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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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入住日期計30天有效)

‧ 可提早至中午12時入住及延遲退房至下午3時

餐廳：金匯海鮮火鍋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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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套票包括：                                     

1.入住舒適乾淨雙人客房一間一晚。

2.特惠餐券三選一：

康泰酒店餐廳現金券$400;

海銀海記現金券$400;

葡萄園餐廳現金券$400;

濠江 $200 $200 $200 /

憑禮券可入住當天濠江酒店雙人房 + 飲料

房型: 大床房 或 雙床房

澳門新口岸智選假日酒店 $480 $480 $480
12月24至26,31日

$1,080

免費升級至特色大床客房 

套餐包含最多兩位早餐 

套餐包含最多兩位行政午市套餐 

套餐贈送一套澳門新口岸智選假日酒店特別禮品包 

免費提前至中午12時入住 , 免費延遲至下午2時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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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至31日

$580

標準大床房 1 晚

包括：房間佈置和MOP100 南洋咖啡優惠券。

五洋酒店 $340 $360 $360

豪華雙人房套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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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明:套餐只限澳門居民適用)

回力酒店 $760 $760 $860
12月24至26日,12月31日

$860

包回力酒店豪華房住宿一晚 及 雙人回力酒店自助晚餐

除套餐包含的两位自助餐, 額外同行的客人, 按當時餐廳的優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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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力酒店金庫餐廳餐牌8折優惠

海立方尊尚休閒中心優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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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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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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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江之星 $368 $368 $368
12月31日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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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陽光餐廳價值58MOP火鍋套餐一份； 

5、陽光餐廳用餐享受8.8折優惠；                                                        

 **此套餐適用於所有國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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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共MOP2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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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套餐只限澳門永久或非永久性居民預訂。

噢別緻(司打口店） $560 $610 $610 /

1：兩人入住雙床房一晚

2 : 兩人入住，可享用雙人晚餐（檀香山咖啡水坑尾店）

湯類（二選二）

1：西洋薯蓉青菜湯  MOP:27

2：特色牛尾濃湯   MOP:30

主菜（六選二）

1：葡式白酒香蒜牛扒  MOP:75

2：西洋彩椒洋蔥白酒燒魚  MOP:55

3：特色紅酒燈牛尾  MOP:60

4：燒貝羅大菇雞扒 MOP:62

5：葡式番茄三角豆燜雞 MOP:75

6：葡式白酒香蒜薄煎豬扒 MOP:60

檀香飲品（五選二）

1:檀香山咖啡 :22元 

2：奶茶：20元 

3：檸水:20 元

4 :  檸茶:21元 

5：檸蜜:23 元 (凍飲按店價加收)

甜品( 四選二)

1:車厘子蛋糕 :35元

2:黑森林蛋糕:35元

3:焦糖芒果蛋糕:32元

4:抹茶卷蛋:28元

禮品(三選二,可重選)

1:哥倫比亞綠寶山咖啡豆1包200G： 220元

2:印度馬拉巴咖啡豆1包200G： 220元

3:哥倫比亞無咖啡因咖啡豆1包200G ： 220元

家穎賓館 $498 $498 $498

12月23至31日

$1,168

澳門家穎賓館 入住1間1晚,澳門美居大酒樓 雙人美食套餐1份                                

澳門美居大酒樓雙人套餐菜單

(菜單僅供參考，餐廳現場售價428元)

紅燒海皇翅兩客

清蒸花尾躉仔一斤

馳名蜜汁叉燒

菠蘿咕嚕蝦球

蒜蓉炒時蔬

絲苗白飯

奉送生果

家圓賓館 $498 $498 $498

12月23至31日

$1,168

澳門家圓賓館 入住1間1晚,澳門美居大酒樓 雙人美食套餐1份 

澳門美居大酒樓雙人套餐菜單

(菜單僅供參考，餐廳現場售價428元)

紅燒海皇翅兩客

清蒸花尾躉仔一斤

馳名蜜汁叉燒

菠蘿咕嚕蝦球

蒜蓉炒時蔬

絲苗白飯

奉送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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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大旅店 $499 $589 $589

12月17至18, 12月24至25,31日

 $639

12月19至23,

12月26至30 $549

【電影拍攝現場】IG人氣打卡之旅《體驗時光倒流，如夢如幻的電影世界》

入住 「新華大旅店 - 穿越時空」主題客房（雙床）一間一晚

破天荒讓客人免費在旅店內的”電影拍攝現場”作：藝術攝影、短片拍攝、IG打卡

，甚至進行 

Cosplay角色扮演，客人可自備服飾，Cosplay化身戲中主角，在電影裡同一位置拍照

打卡，體驗如幻似真的電影意境，旅店內懷舊氣氛充滿回憶的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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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46》（中國）、《愛神 – 

手》（中國）、《蝴蝶》（香港）、《巨輪》（香港）、《盜賊門》（韓國）、《

媽閣是座城》（中國）、《Bad boy 特攻》（香港）、《Empire 

Hotel》（澳門）等等。。。，快來把握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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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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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WiFi上網

免費提早上午11時入住，延遲至下午3時退房

需兩人入住，如一人入住房價不變，可加MOP80轉三床房

每房須付MOP500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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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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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