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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請即發佈 

 

與永利歡度聖誕佳節 沉醉極致享受的假日體驗 

嚐盡琳瑯環球美饌 享受舒逸水療體驗 

 

澳門，2016年12月2日 — 聖誕節和除夕將至，全城歡騰之際，永利澳門和永利皇宮路氹帶來琳瑯

滿目的節日盛宴和「永利」奢華體驗，為賓客締造溫馨難忘的冬日假期！ 

  

永利皇宮路氹 

今個冬日佳節，位於永利皇宮路氹、享負盛名的永利扒房，是讓賓客們共度聖誕夜的溫馨之選。賓

客以每位澳門幣1,200元就可享用包括烤火雞連同各種精緻配料的經典四道佳餚聖誕晚餐。餐廳亦

會在除夕夜供應五道佳餚晚餐（每位澳門幣1,600元），賓客可一邊品嚐一系列招牌菜式如頂級牛扒

及新鮮捕獲的各類海產，一邊呷著香檳，一邊欣賞令人目眩神迷的劇院式表演。 

 

永利皇宮的咖啡苑亦推出以節日為主題的自助餐，賓客除了可享受一場冬日的味覺盛宴外，更可一

飽眼福，細心欣賞表演湖的壯麗景色。餐廳將呈獻多種應節佳餚如傳統火雞、阿拉斯加皇帝蟹、爐

烤豬肉配茴香及迷迭香和薑餅小蛋糕等。平安夜晚餐及聖誕日的午餐或晚餐，只需每位澳門幣588

元，而除夕晚餐則為每位澳門幣688元。 

 

永利亦將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日期間推出「冬日滋養護理療程（Winter 

Indulgence）」，為希望於佳節中放慢腳步、放鬆身心的酒店住客及其他賓客帶來無比舒逸的享受。

凡於永利皇宮水療中心惠顧任何 90 分鐘面部護理的賓客均可免費享用 30 分鐘足部熱石按摩，讓

賓客由頭到腳都煥然一新。想在一連串聖誕節慶活動前換上新形象的賓客亦可到訪永利皇宮美髮中

心，在預約染髮或挑染服務的同時免費享用美甲服務乙次或選擇由我們專業理髮師提供的修鬍服務

並免費享用快速面部護理療程乙次。 

 

此外，「永利皇宮路氹購物樂」計劃更為賓客提供多姿多采的非凡購物體驗。由即日起至2016年12

月31日，賓客只需於永利皇宮的名店街購物滿澳門幣25,000元或以上，即可尊享包括讓賓客大快

朵頤的美食之旅或入住寬敞華貴的套房之住宿體驗等一系列的獨家非凡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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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門 

永利澳門的帝雅廷意大利餐廳同樣將為節日帶來精雕細琢的意國風情。餐廳將提供四道佳餚的聖誕

晚宴，當中包括鴨胸伴薯蓉及鴨汁以及淡柑橘泡沫、奶油Amedei巧克力、脆皮果仁糖及薑餅雪糕，

每位澳門幣1,088元。餐廳亦會在除夕夜提供五道佳餚晚宴（每位澳門幣1,588元），賓客可一邊欣

賞窗外的水舞表演，一邊品嚐當中的菜式如牛油煮多寶魚及Fassone牛仔柳伴脆牛胸線，讓美食在

味蕾中層層綻放。 

 

永利澳門的咖啡苑將於聖誕及除夕夜推出靈感來自世界各地美饌的節日自助晚宴，讓賓客可在寫意

隨心的氣氛下歡度醉人佳節。賓客只需每位澳門幣588元，就可品嚐應有盡有、特色薈萃的自助餐

美食，絕對是與摰親好友大快朵頣、共度節慶的最佳選擇。 

 

不少賓客們都想以最佳狀態迎接節慶派對和迎接新的一年。永利澳門的永利水療中心及萬利水療中

心專誠推出「冬日滋養護理療程」，當中的「閃耀假日面部護理療程」療程以SparkLING Makeover 

Mask為肌膚表面注入大量氧份，潔淨及活化肌膚。此外，凡預約挑染服務的賓客更可於永利美髮

中心的全新Face Bar免費享用30分鐘面部護理。療程將使用一系列為賓客肌膚度身調配的精華素

配以面部提升技術令輪廓瞬間達到提升效果，讓賓客出席派對時更明艷照人。 

 

有關永利皇宮的餐飲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853) 8889 3663。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http://www.wynnpalace.com/tc/或致電（853）8889 8889 查詢。 

 

有關永利澳門的餐飲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853) 8986 3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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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永利皇宮 

永利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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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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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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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利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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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wynnpalace.com/tc/
http://www.wynnmacau.com/tc/
http://www.wynnpa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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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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平方呎的娛樂場，超過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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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影效果與和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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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垂詢︰ 

永利澳門及永利皇宮 

張鎮輝 – 公關傳訊副總監 

電話︰+853 8889 3909 

電郵︰barry.cheong@wynnmacau.com    

 

永利澳門及永利皇宮 

錢盈 – 公關傳訊經理 

電話︰+853 8986 5525 

電郵︰serena.chin@wynnmacau.com    

 

附錄﹕ 

 

聖誕節及除夕的餐廳盛宴﹕ 

平安夜及聖誕夜 除夕 

永利皇宮 

永利扒房  

四道佳餚晚宴及單點 

價格：每位澳門幣 1,200 元 

永利扒房 

五道佳餚晚宴（包括一杯香檳）及單點 

價格：每位澳門幣 1,600 元 

咖啡苑 

佳節限定自助餐 

價格：平安夜晚餐；或聖誕日午餐或晚餐每位澳

門幣 588 元 

咖啡苑 

佳節限定自助餐 

價格：每位澳門幣 688 元 

營業時間：下午 6 時至晚上 8 時 30分；  

http://www.wynnmacau.com/tc/
http://www.wynnmacau.com/tc/shops
http://www.wynnmacau.com/tc/restaurants-n-bars
http://www.wynnmacau.com/tc/facilities-n-spas
http://www.wynnmacau.com/tc/facilities-n-spas/the-salon
http://www.wynnmacau.com/tc/shows
http://www.wynnmacau.com/tc/shows/performance-lake
http://www.wynnresorts.com/
http://www.forbestravelguide.com/about/awardwinners
http://www.forbestravelguide.com/about/awardwinners
http://www.wynnmacaupressroom.com/
mailto:barry.cheong@wynnmacau.com
mailto:serena.chin@wynnmac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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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

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8 時 30 分；  

晚上 8 時 30 分至晚上 11時 

晚上 9 時至午夜 

永利澳門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四道佳餚晚宴及單點（提供素食餐單） 

價格：每位澳門幣 1,088 元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五道佳餚晚宴及單點（提供素食餐單） 

價格：每位澳門幣 1,588 元 

咖啡苑 

佳節限定自助餐 

價格：每位澳門幣 588 元（成人） 

     每位澳門幣 268 元（5 至 12 歲小童） 

營業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8 時；  

晚上 8 時 30 分至晚上 11時 

咖啡苑 

佳節限定自助餐 

價格：每位澳門幣 588 元（成人） 

     每位澳門幣 268 元（5 至 12 歲小童） 

營業時間：下午 6 時至晚上 8 時 30分；  

晚上 9 時至午夜 12 時 30 分 

 

「冬日滋養護理療程（Winter Indulgence）」推廣期由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永利皇宮 

舒壓煥活之旅（Relax and Rejuvenate） 魅力閃爍造型體驗（Glitz and Glam / The 

Barber） 

惠顧任何 90 分鐘的面部護理即可免費享用 30

分鐘足部熱石按摩。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免費附送 

凡預約染髮或挑染服務，即可免費享用美甲服務

乙次；預約由理髮師提供的修鬍服務可免費享用

快速面部護理療程乙次 

 

永利皇宮美髮中心－免費附送 

永利澳門 

閃耀假日面部護理療程（Sparkling Holiday 

Facial） （60 分鐘） 

瞬間緊緻美肌療程（Instant Beauty） （30 分

鐘） 

限量面部護理療程令肌膚變得亮澤及回復青春

緊緻，期間更會使用 SparkLING Makeover 

Mask 為肌膚注入氧份。為確保於佳節期間保持

肌膚光滑滋潤，療程完結時更將送贈 SparkLING 

Makeover Mask 供賓客在家使用。 

 

萬利水療中心 – 澳門幣1,200元++ 

永利水療中心 – 澳門幣980元++ 

凡預約挑染服務，即可於美髮中心的全新 Face 

Bar 免費享用 30 分鐘面部護理。療程將使用一

系列為賓客肌膚度身調配的精華素配以 Energy 

Lift 面部提升技術，令輪廓瞬間達到提升 V 面效

果，讓賓客出席週末派對時更明艷照人。 

 

永利美髮中心 – 免費附送（價值澳門幣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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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永利皇宮路氹購物樂」提供一系列專屬優惠。優惠一覽﹕ 

品味時光 消費滿澳門幣25,000元*，可獲得澳門幣500元的餐飲禮券，適用於任何

一間餐廳（星巴克除外），最適合與親友共享美味體驗。 

精美手提行李箱 消費滿澳門幣50,000元*，可換領永利Carry On 20 吋行李箱一個，伴賓

客優遊寫意旅程。 

宮廷奢華體驗 消費滿澳門幣80,000元*，可獲贈表演湖景套房一晚奢華住宿。賓客在佔

地915平方呎的空間內悠然自得。 

極致尊尚旅程 消費滿澳門幣120,000元*，可獲贈永利皇宮表演湖景珀麗套房一晚住宿

連雙人「宮廷怡悅水療體驗」。套房內設落地玻璃，讓賓客飽覽表演湖令

人難忘的迷人景色。 

*可累積最多兩張同日有效消費發票（餐廳消費除外） 

 

如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網頁

http://www.wynnpalace.com/tc/offers-n-packages/offers/shop-at-wynn。 

 

http://www.wynnpalace.com/tc/offers-n-packages/offers/shop-at-wy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