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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请即发布 

 

与永利欢度圣诞佳节 沉醉极致享受的假日体验 

尝尽琳琅环球美馔 享受舒逸水疗体验 

 

澳门，2016年12月2日 — 圣诞节和除夕将至，全城欢腾之际，永利澳门和永利皇宫路氹带来琳琅

满目的节日盛宴和“永利”奢华体验，为宾客缔造温馨难忘的冬日假期！ 

  

永利皇宫路氹 

今个冬日佳节，位于永利皇宫路氹、享负盛名的永利扒房，是让宾客们共度圣诞夜的温馨之选。

宾客以每位澳门币1,200元就可享用包括烤火鸡连同各种精致配料的经典四道佳肴圣诞晚餐。餐厅

亦会在除夕夜供应五道佳肴晚餐（每位澳门币1,600元），宾客可一边品尝一系列招牌菜式如顶级牛

扒及新鲜捕获的各类海产，一边呷着香槟，一边欣赏令人目眩神迷的剧院式表演。 

 

永利皇宫的咖啡苑亦推出以节日为主题的自助餐，宾客除了可享受一场冬日的味觉盛宴外，更可一

饱眼福，细心欣赏表演湖的壮丽景色。餐厅将呈献多种应节佳肴如传统火鸡、阿拉斯加皇帝蟹、炉

烤猪肉配茴香及迷迭香和姜饼小蛋糕等。平安夜晚餐及圣诞日的午餐或晚餐，只需每位澳门币588

元，而除夕晚餐则为每位澳门币688元。 

 

永利也将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期间推出“冬日滋养护理疗程（Winter 

Indulgence）”，为希望于佳节中放慢脚步、放松身心的酒店住客及其他宾客带来无比舒逸的享受。

凡于永利皇宫水疗中心惠顾任何 90 分钟面部护理的宾客均可免费享用 30 分钟足部热石按摩，让

宾客由头到脚都焕然一新。想在一连串圣诞节庆活动前换上新形象的宾客亦可到访永利皇宫美发

中心，在预约染发或挑染服务的同时免费享用美甲服务乙次或选择由我们专业理发师提供的修胡须

服务并免费享用快速面部护理疗程乙次。 

 

此外，“永利皇宫路氹购物乐”计划更为宾客提供多姿多采的非凡购物体验。由即日起至2016年12

月31日，宾客只需于永利皇宫的名店街购物满澳门币25,000元或以上，即可尊享包括让宾客大快

朵颐的美食之旅或入住宽敞华贵的套房之住宿体验等一系列的独家非凡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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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澳门 

永利澳门的帝雅廷意大利餐厅同样将为节日带来精雕细琢的意国风情。餐厅将提供四道佳肴的圣诞

晚宴，当中包括鸭胸伴薯蓉及鸭汁以及淡柑橘泡沫、奶油Amedei巧克力、脆皮果仁糖及姜饼雪糕，

每位澳门币1,088元。餐厅亦会在除夕夜提供五道佳肴晚宴（每位澳门币1,588元），宾客可一边欣

赏窗外的水舞表演，一边品尝当中的菜式如牛油煮多宝鱼及Fassone牛仔柳伴脆牛胸线，让美食在

味蕾中层层绽放。 

 

永利澳门的咖啡苑将于圣诞及除夕夜推出灵感来自世界各地美馔的节日自助晚宴，让宾客可在写意

随心的气氛下欢度醉人佳节。宾客只需每位澳门币588元，就可品尝应有尽有、特色荟萃的自助餐

美食，绝对是与挚亲好友大快朵頣、共度节庆的最佳选择。 

 

不少宾客们都想以最佳状态迎接节庆派对和迎接新的一年。永利澳门的永利水疗中心及万利水疗

中心专诚推出“冬日滋养护理疗程”，当中的“闪耀假日面部护理疗程”疗程以SparkLING Makeover 

Mask为肌肤表面注入大量氧份，洁净及活化肌肤。此外，凡预约挑染服务的宾客更可于永利美发

中心的全新Face Bar免费享用30分钟面部护理。疗程将使用一系列为宾客肌肤度身调配的精华素

配以面部提升技术令轮廓瞬间达到提升效果，让宾客出席派对时更明艳照人。 

 

有关永利皇宫的餐饮查询及预订，欢迎致电(853) 8889 3663。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www.wynnpalace.com/tc/或致电（853）8889 8889 查询。 

 

有关永利澳门的餐饮查询及预订，欢迎致电(853) 8986 3663。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http://www.wynnmacau.com/tc/或致电（853）2888 9966 查询。 

 

—完— 

 

关于永利皇宫 

永利渡假村集团旗下的永利皇宫，是继永利澳门之后第二所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的豪华综合度假

村。永利皇宫座落澳门路氹城区，楼高 28 层，设有 1,706 间优雅华贵的客房、套房及别墅、多功

能会议设施、占地超过 200,000 平方尺的永利名店街、11 间悠闲及高雅餐厅、全澳门最大的水疗

中心、美发中心、游泳池及占地约 495,000 平方尺的娱乐场。永利皇宫提供的缤纷娱乐体验包括

占地八英亩、结合水舞、音乐与光影的表演湖、独特的观光缆车、由享誉国际的花卉设计师 Preston 

Bailey 制作的巨型花卉雕塑，以及一系列出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名师之手的艺术瑰宝珍藏。 

 

永利渡假村为全球独立酒店品牌中累积获得最多《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大奖的酒店品牌。永利皇

宫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开业。有关度假村的更多资料，可浏览 http://www.wynnpalace.com。 

http://www.wynnpalace.com/tc/
http://www.wynnmacau.com/tc/
http://www.wynnpa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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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利澳门 

永利澳门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座豪华娱乐场度假酒店。永利澳门拥有两座地

标性酒店大楼，共设有1,008间酒店客房及套房，占地约280,000平方尺的娱乐场，超过54,000平

方尺的购物专区，八家休闲及高级餐厅，两所水疗中心、一间美发中心及一个游泳池。永利澳门是

缤纷娱乐的绝佳所在，拥有全澳首个精心设计的表演湖，高耸的水柱、耀眼LED灯影效果与和火焰

优雅地伴随着百老汇歌剧及中文经典金曲扬扬起舞。 

 

永利澳门由国际度假酒店发展商 - Wynn Resorts营运。Wynn Resorts是全球获得最多《福布斯旅

游指南》五星大奖的酒店企业。永利澳门于2006年9月6日开业，第二幢酒店大楼 – 万利酒店于

2010年4月21日开幕。有关永利澳门的详情，请浏览www.wynnmacaupressroom.com。 

 

媒体垂询∶ 

永利澳门及永利皇宫 

张镇辉 – 公关传讯副总监 

电话∶+853 8889 3909 

电邮∶barry.cheong@wynnmacau.com    

 

永利澳门及永利皇宫 

钱盈 – 公关传讯经理 

电话∶+853 8986 5525 

电邮∶serena.chin@wynnmacau.com    

 

附录： 

 

圣诞节及除夕的餐厅盛宴： 

平安夜及圣诞夜 除夕 

永利皇宫 

永利扒房  

四道佳肴晚宴及单点 

价格：每位澳门币 1,200 元 

永利扒房 

五道佳肴晚宴（包括一杯香槟）及单点 

价格：每位澳门币 1,600 元 

咖啡苑 

佳节限定自助餐 

价格：平安夜晚餐；或圣诞日午餐或晚餐每位澳

门币 588 元 

咖啡苑 

佳节限定自助餐 

价格：每位澳门币 688 元 

营业时间：下午 6 时至晚上 8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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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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3 时 30 分；

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8 时 30 分；  

晚上 8 时 30 分至晚上 11 时 

晚上 9 时至午夜 

永利澳门 

帝雅廷意大利餐厅 

四道佳肴晚宴及单点（提供素食餐单） 

价格：每位澳门币 1,088 元 

帝雅廷意大利餐厅 

五道佳肴晚宴及单点（提供素食餐单） 

价格：每位澳门币 1,588 元 

咖啡苑 

佳节限定自助餐 

价格：每位澳门币 588 元（成人） 

     每位澳门币 268 元（5 至 12 岁小童） 

营业时间：下午 5 时 30 分至晚上 8 时；  

晚上 8 时 30 分至晚上 11 时 

咖啡苑 

佳节限定自助餐 

价格：每位澳门币 588 元（成人） 

     每位澳门币 268 元（5 至 12 岁小童） 

营业时间：下午 6 时至晚上 8 时 30 分；  

晚上 9 时至午夜 12 时 30 分 

 

“冬日滋养护理疗程（Winter Indulgence）”推广期由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 

永利皇宫 

舒压焕活之旅（Relax and Rejuvenate） 魅力闪烁造型体验（Glitz and Glam / The 

Barber） 

惠顾任何 90 分钟的面部护理即可免费享用 30

分钟足部热石按摩。 

 

永利皇宫水疗中心－免费附送 

凡预约染发或挑染服务，即可免费享用美甲服务

乙次；预约由理发师提供的修胡须服务可免费享

用快速面部护理疗程乙次 

 

永利皇宫美发中心－免费附送 

永利澳门 

闪耀假日面部护理疗程（Sparkling Holiday 

Facial） （60 分钟） 

瞬间紧致美肌疗程（Instant Beauty） （30 分

钟） 

限量面部护理疗程令肌肤变得亮泽及回复青春

紧致，期间更会使用 SparkLING Makeover 

Mask 为肌肤注入氧份。为确保于佳节期间保持

肌肤光滑滋润，疗程完结时更将送赠 SparkLING 

Makeover Mask 供宾客在家使用。 

 

万利水疗中心 – 澳门币1,200元++ 

永利水疗中心 – 澳门币980元++ 

凡预约挑染服务，即可于美发中心的全新 Face 

Bar 免费享用 30 分钟面部护理。疗程将使用一

系列为宾客肌肤度身调配的精华素配以面部提

升技术令轮廓瞬间达到提升 V 面效果，让宾客出

席周末派对时更明艳照人。 

 

永利美发中心 – 免费附送（价值澳门币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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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永利皇宫路氹购物乐”提供一系列专属优惠。优惠一览： 

品味时光 消费满澳门币25,000元*，可获得澳门币500元的餐饮礼券，适用于任何

一间餐厅（星巴克除外），最适合与亲友共享美味体验。 

精美手提行李箱 消费满澳门币50,000元*，可换领永利Carry On 20 寸行李箱一个，伴宾

客优游写意旅程。 

宫廷奢华体验 消费满澳门币80,000元*，可获赠表演湖景套房一晚奢华住宿。宾客在占

地915平方尺的空间内悠然自得。 

极致尊尚旅程 消费满澳门币120,000元*，可获赠永利皇宫表演湖景珀丽套房一晚住宿

连双人“宫廷怡悦水疗体验”。套房内设落地玻璃，让宾客饱览表演湖令

人难忘的迷人景色。 

*可累积最多两张同日有效消费发票（餐厅消费除外）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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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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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