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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請即發佈 

 

永利聖誕佳節巡禮 歡度夢幻節慶 

悠享美食、愜意水療及購物體驗 

 

澳門，2017年11月28日 — 令人期盼的聖誕及新年佳節將至，永利皇宮路氹及永利澳門各食府將一

如既往推出豐富多樣的應節自助餐以及傳統節慶美饌，與賓客共度一年中最歡欣的時光。宛若古典

宮殿的永利皇宮水療中心以及屢獲殊榮的永利水療中心和萬利水療中心，亦於佳節期間推出各色

各樣的療程優惠及水療產品，讓賓客加倍寵愛自己與親友，祝福如約而至。 

  

永利皇宮路氹 

12月24至25日，集合頂級牛排與海鮮的永利扒房將於聖誕佳節獻上四道佳餚節日晚宴，其菜式包

括香煎海鯛魚、烤肉眼扒以及朱古力香橙聖誕樹蛋糕等美饌，令各賓客歡度最溫暖窩心的節日喜悅

時光；此外，餐廳亦將於12月31日推出五道佳餚大除夕晚宴，包括法國黑松露義大利麵、日本和

牛洋蔥蓉及黑松露醬汁以及焦糖，牛奶朱古力及花生朱古力忌廉，賓客可一邊呷著香檳，一邊品嚐

經典美式扒房菜餚和頂級海鮮，欣賞令人目眩神迷的獨特劇院式表演，為豐盛的一年劃下完美句號。 

 

與此同時，位於永利皇宮的咖啡苑亦於佳節期間呈獻節日自助午餐及晚餐，設計出令人垂涎的節慶

美食之旅，讓賓客與家人和朋友邊品嚐各式時令精選菜餚如傳統烤火雞、波士頓龍蝦及美國O.P牛

肋骨等，邊俯瞰表演湖的精彩表演，共度難忘的歡聚時光。此外，12月8至31日期間，城中首屈一

指的甜品店－甜藝廊亦推出一系列聖誕禮品，其中包括聖誕樹原木蛋糕、迷你朱古力樹以及聖誕果

子蛋糕等，為普世歡騰的節日注入更多色彩。 

 

作為全澳門最大的水療中心，永利皇宮水療中心將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期間推出一系列

假日極致呵護療程，賓客可在佳節中開啟一段愜意的水療之旅。是次推廣亮點包括以鑽石潤膚乳霜

進行全身按摩的「鑽石療癒體驗」以及由 24K 金及魚子精華打造的「黃金魚子療程」；而賓客凡於

推廣期間蒞臨美髮中心預約兩位「皇家修甲護理」服務，即可尊享迎賓香檳及巴拿芬蠟手部護理；

預約任何兩項美髮服務，則可到水療中心免費體驗香薰蒸氣室、桑拿室、冷熱水療等頂級設施。 

 

此外，由2017年12月1日至31日，賓客只需於雲集世界級名店的永利皇宮及永利澳門名店街購物

滿澳門幣10,000元或以上，即可尊享精緻餐飲、呵護水療及奢華住宿等一系列的獨家非凡禮遇，

彰顯尊尚品味。詳情請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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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 

榮獲《福布斯旅遊指南》五星評級的帝雅廷意大利餐廳將於12月24至25日聖誕佳節期間，為賓客

帶來四道佳餚的節日晚宴，其菜色包括白松露 Fassone 生牛柳片配牛肝菌蛋黃醬及火箭菜、奶油

瓜粉糰配榛子汁以及板栗時令蘑菇亞波里意大利飯等佳餚，讓賓客與摯愛同慶美妙的節日夜晚。而

在12月31日大除夕夜，餐廳亦提供五道佳餚晚宴，賓客可邊坐擁表演湖欣賞扣人心弦的音樂噴泉

表演，邊享香氣四溢的白松露芝士蛋黃雲吞、脆皮鱈魚伴菊芋泥配時令蘑菇以及帶骨和牛肉眼伴白

松露及鵝肝等美食，體驗極盡視聽之娛的餐飲享受。 

 

位於永利澳門、集各地美食於一身的咖啡苑亦於聖誕及大除夕推出自助晚宴，透過各式優質食材打

造多款精緻美味，每一口均為賓客帶來節日與味覺的愉悅體驗，送上最溫暖的節日問候。大除夕自

助晚宴次輪時間更特別延至凌晨12時半，務求與賓客分享節慶喜悅氣氛，同迎璀璨新年。 

 

佳節期間，永利水療中心及萬利水療中心將推出各項煥發身心的水療療程，讓您以最佳狀態享受

瑰麗假期，當中以結合人參、特調精油和礦石熱療的「人參滋養精華護理」，以及集全身按摩和面

部護理於一身的「蓮花珍珠極致護理」為亮點。此外，男士凡於美髮中心預約理髮及美甲服務，可

免費尊享手部按摩及巴拿芬蠟保濕手部護理，盡享豪華舒適體驗。 

 

永利皇宮：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www.wynnpalace.com/tc/ 或致電 (853) 8889 8889 查詢。 

 

永利澳門：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www.wynnmacau.com/tc/ 或致電 (853) 2888 9966 查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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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永利澳門 

永利澳門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一座豪華娛樂場度假酒店。永利澳門擁有兩座

地標性酒店大樓，共設有 1,008 間酒店客房及套房，佔地約 281,000 平方呎的娛樂場，超過 59,000

平方呎的購物專區，八家休閒及高級餐廳，兩所水療中心、一間美髮中心及一個游泳池。永利澳

門是繽紛娛樂的絕佳所在，擁有全澳首個精心設計的表演湖，高聳的水柱、耀眼 LED 燈影效果與

火焰優雅地伴隨著百老匯歌劇及中文經典金曲揚揚起舞。 

 

永利澳門由國際度假酒店發展商 - Wynn Resorts 營運。Wynn Resorts 是全球獲得最多《福布斯

旅游指南》五星大獎的酒店企業。永利澳門於 2006 年 9 月 6 日開業，第二幢酒店大樓 – 萬利酒

店於 2010 年 4 月 21 日開幕。有關永利澳門的詳情，請瀏覽 www.wynnmacaupressroom.com. 

 

關於永利皇宮 

永利度假村集團旗下的永利皇宮，是繼永利澳門之後第二所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的豪華綜合度

假村。永利皇宮座落澳門路氹城區，樓高 28 層，設有 1,706 間優雅華貴的客房、套房及別墅、多

功能會議設施、佔地超過 106,000 平方呎的永利名店街、11 間悠閒及高雅餐廳、全澳門最大的水

療中心、美髮中心、游泳池及佔地約 420,000 平方呎的娛樂場。永利皇宮提供的繽紛娛樂體驗包

括佔地八英畝、結合水舞、音樂與光影的表演湖、獨特的觀光纜車、由享譽國際的花卉設計師

Preston Bailey 製作的巨型花卉雕塑，以及一系列出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名師之手的藝術瑰寶珍

藏。 

 

永利度假村為全球獨立酒店品牌中累積獲得最多《福布斯旅遊指南》五星大獎的酒店品牌。永利

皇宮於 2016 年 8 月 22 日開業。有關度假村的更多資料，可瀏覽 http://www.wynnpalace.com. 

 

－完－ 

 

如欲查詢有關詳情，請聯絡： 

 

錢盈－公關傳訊助理總監 李葹翹－公關傳訊主任 

電話：853-8889 3909 電話：853-8889 3906  

電郵：serena.chin@wynnmacau.com 電郵：queenie.lei@wynnpa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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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餐飲推廣﹕ 

永利皇宮 

永利扒房  

四道佳餚節日晚宴 

日期：12 月 24、25 日 

價格：每位澳門幣 1,188*元 

永利扒房 

五道佳餚晚宴（包括一杯香檳） 

日期：12 月 31 日 

價格：每位澳門幣 1,600*元 

咖啡苑 

節日自助午餐 

日期：12 月 25、31 日以及 1 月 1 日 

時段：11:30 – 15:00 

節日自助晚餐 

日期：12 月 24、25 日以及 1 月 1 日 

時段：17:30 – 20:00，20:30 – 23:00 

價格：成人每位澳門幣 688*元 

   小童每位澳門幣 333*元 

咖啡苑 

大除夕自助晚餐 

日期：12 月 31 日 

時段：17:30 – 20:00，20:30 – 23:00 

價格：成人每位澳門幣 788*元 

   小童每位澳門幣 393*元 

 

永利澳門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四道佳餚節日晚宴 

日期：12 月 24、25 日 

價格：每位澳門幣 1,100*元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五道佳餚大除夕晚宴（配葡萄氣酒） 

日期：12 月 31 日 

價格：每位澳門幣 1,500*元 

咖啡苑 

節日自助晚餐 

日期：12 月 24、25 日 

時段：17:30 – 20:00，20:30 – 23:00 

價格：成人每位澳門幣 590*元 

   小童每位澳門幣 280*元 

咖啡苑 

除夕自助晚餐 

日期：12 月 31 日 

時段：18:00 – 20:30，21:00 – 00:30 

價格：成人每位澳門幣 590*元 

   小童每位澳門幣 280*元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 

 

永利皇宮：餐飲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889 3663。 

永利澳門：餐飲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986 3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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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極致呵護：推廣日期為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 

鑽石療癒體驗   澳門幣 3,200**元｜2.5 小時 黃金魚子療程   澳門幣 2,000**元｜2 小時

由「亮鑽多重感官緊緻療程」為您打造明亮水潤

的面部肌膚，再享受採用鑽石潤膚乳霜的全身按

摩，讓身體重拾活力。乳霜具增強肌膚抵抗力和

持久保濕功效，令皮膚更添水潤彈性。 

體驗尊貴的全身磨砂療程－先由 24K 金及魚子

精華令肌膚保持水潤，回復彈性活力；再享用

全身按摩及保濕面部護理，全方位享受無微不

至的頂級呵護。 

永利皇宮美髮中心 

皇家修甲護理                            每位澳門幣 320*元 

現凡同時預約兩位「皇家修甲護理」服務，您及一位同行好友即可享用迎賓香檳及巴拿芬蠟手部護

理，令玉手更柔滑健康。 

永利水療中心 

人參滋養精華護理 澳門幣 1,800**元｜2.5 小時 黑鑽男士護理  澳門幣 1,800**元｜2.5 小時 

此按摩療程結合人參、特調精油和礦石熱療的修

復功效，配合理療師的精湛手藝，為您消除肌肉

疲勞和酸痛，從內到外回復活力。之後再由「逆

齡再生護理」療程為您修護肌膚，讓您重拾青春

亮澤、健康動人的亮麗美肌。 

頂級護理療程由薰衣草、迷迭香、薑味精油配

合中式指壓按摩手法，為您釋放上背、肩頸、

雙臂及手部肌肉的壓力，然後以熱毛巾及香薰

紓緩神經，同時以獨特的黑鑽磨砂面部護理為

您淨化肌膚，讓全身回復完美平衡。 

萬利水療中心 

蓮花珍珠極致護理                     澳門幣 2,500**元｜3 小時 

以芳香的洋甘菊、岩蘭草和檀香精油，配合按摩手法按壓全身，為您消除疲勞和壓力。再享用至臻

尊貴魚子面部護理，獨特的蓮花、珍珠及魚子精華成份能減淡皺紋，令肌膚柔軟飽滿，迎接瑰麗新

一年。 

永利美髮中心 

亮麗假期護理    澳門幣 1,200*元｜3 小時 男士尊享       澳門幣730*元｜2.5小時 

悠享全方位的護理服務，以最佳狀態享受瑰麗假

期。先享用 30 分鐘的「瞬間提升緊緻面部護理」，

令肌膚綻放亮澤光采；再由專業洗髮及造型服務

為您塑造豐盈美髮，加上凝膠美甲服務，讓您閃

耀動人光芒。 

專業理髮及美甲服務為您塑造乾淨整潔的造

型，更可免費享用手部按摩及巴拿芬蠟保濕手

部護理，盡享豪華舒適體驗。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及 5%政府稅 

 

永利皇宮：水療或美髮中心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889 3228。 

永利澳門：水療或美髮中心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986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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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店購物禮遇優惠一覽：推廣日期為2017年12月1日至31日 

消費金額 獎賞禮遇 

澳門幣 10,000 澳門幣 500 元餐飲禮券 

澳門幣 35,000 澳門幣 2,000 元餐飲或水療或美髮禮券 

澳門幣 100,000  永利澳門「豪華客房」或永利皇宮路氹「皇宮客房」一晚住宿 

 澳門幣 2,000 元餐飲或水療或美髮禮券 

澳門幣 500,000 極致奢華旅程 

 永利澳門「一房式套房」或永利皇宮路氹「珀麗套房」兩晚住宿 

 澳門幣 3,000 元購物禮券 

 豪華轎車接載一程服務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