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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發佈

於永利盡享節日美饌及水療禮遇 歡慶聖誕除夕佳節
澳門，2019年11月28日 — 為慶祝聖誕及除夕佳節來臨，永利皇宮路氹及永利澳門悉心預備了一
系列別出心裁的節日佳餚及水療禮遇。無論是在永利扒房或帝雅廷意大利餐廳奢享一場浪漫晚
宴，或是在永利皇宮或永利澳門咖啡苑與至愛親朋共渡歡聚時光，永利是歡慶佳節的不二之選。
賓客更可於《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水療中心悠享水療體驗，在尊貴寧靜的環境中盡情放鬆身心，
展開溫馨美妙的冬日佳節。
永利皇宮路氹
永利扒房以高級牛扒及上乘海鮮著稱，餐廳將於12月24及25日呈獻五道佳餚聖誕節晚宴，經典美
饌包括香草焗鱒魚、威靈頓斯內克河和牛、黑森林聖誕蛋糕等。此外，餐廳亦將於12月31日推出
五道佳餚大除夕晚宴，精選菜式包括北海道帶子薄片、烤法羅群島海螯蝦、西冷和牛面頰二重奏
等。賓客另可選擇以美酒搭配晚宴，在細嚐美酒佳餚時更可欣賞到餐廳精彩的劇場表演，享受一
場視覺與味覺交織的難忘盛宴。
坐擁永利皇宮表演湖璀璨景致的咖啡苑將於聖誕及新年期間特別推出節日自助午及晚餐，提供豐
盛的應節佳餚，適合一家老少共同締造愉悅的節慶時光。欲向摯愛親朋相贈窩心祝福，永利皇宮
的甜品店甜藝廊於12月7至31日期間推出聖誕禮盒及多款傳統節日糕點如聖誕樹幹蛋糕及德式聖

誕麵包等，傳遞節日溫馨暖意。
冬日節慶之際，就用一次極致的身心享受犒賞自己吧。屢獲殊榮的永利皇宮水療中心於12月期間
推出「冬日水療奢享」療程。透過糅合24K金箔、珍珠及魚子精華的瑩潤成分，為肌膚去除角質
層的雜質，再以細膩柔滑的護膚膜滋潤身體每寸肌膚，結合專業理療師的巧手按摩，讓全身感受
煥活舒逸享受，令肌膚散發盈亮光彩。
永利澳門
帝雅廷意大利餐廳坐擁永利澳門表演湖景緻，用餐同時可透過落地玻璃窗欣賞到精彩奪目的音樂
噴泉匯演，是與摯愛共度浪漫佳節的不二之選。餐廳將於12月24及25日呈獻四道佳餚節日晚宴，
當中包括黑松露伴清雞湯意大利小雲吞、威靈頓牛扒及聖誕柑橘伴薑餅雪糕。餐廳亦於12月31日
大除夕夜供應五道佳餚晚宴，滋味菜式包括北海道帶子他他、黑松露伴烤龍脷及西冷牛扒等，在
一場味蕾盛宴中喜迎新一年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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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聚環球美食的咖啡苑將於12月24至25日及大除夕夜推出節日主題的自助晚餐，享受以優質食材
炮製琳瑯滿目的中西美食及應節佳餚，搭配永利澳門池畔及花園美景，度過歡聚快樂的時光。鍾
愛甜點的賓客亦可於12月7至31日期間到咖啡苑選購一系列聖誕禮品，其中包括聖誕薑餅屋、朱

古力聖誕老人及聖誕果仁朱古力等，為節日增添絲絲甜蜜。
永利澳門兩間榮獲《福布斯旅游指南》五星的水療中心將於 12 月期間推出佳節水療禮遇。永利水
療中心呈獻「冬日寶石呵護」療程，水療之旅由細膩的背部按摩開始，透過糅合尊貴美顏成分與寶
石的護膚力量給予面部呵護，並以膠原蛋白鑽石面膜護理及舒逸的玫瑰石英足部按摩作結，讓賓客
在節慶聚會上綻放自然迷人神采。萬利水療中心則帶來「翡翠金光護理」，賓客可置身於舒適的私
人理療套房之中盡情享受各項水療設施後，展開令人心曠神怡的芳香寶石按摩，再敷上尊貴的黃金
導入面膜，令肌膚展現飽滿亮澤的光芒，並獲得身、心、靈全面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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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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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00 平方呎的娛樂場，超過 59,000
平方呎的購物專區，12 間餐飲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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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球獨立酒店品牌中獲得
最多《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大獎的酒店企業。永利澳門連續三年成為全球唯一榮獲八項《福布
斯旅遊指南》五星大獎的度假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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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wynnmac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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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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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會議設施、佔地超過 106,000 平方呎的永利名店街、14 間餐飲店、全澳門最大的水療中心、
美髮中心、游泳池及佔地約 4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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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宮為全球首間擁逾千客房，而獲《福布斯旅遊指南》頒授五星美譽的渡假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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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wynnpalace.com。

－完－
如欲查詢有關詳情，請聯絡：
盧敏婷－公關傳訊經理

何綺晴－公關傳訊主任

電話：853-8889 3908

電話：853-8889 3948

電郵：sofia.lou@wynnmacau.com

電郵：elsa.ic.ho@wynnpa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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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餐飲推廣：
永利皇宮
永利扒房
五道佳餚聖誕節晚宴
日期： 12 月 24、25 日
價格：
•

每位澳門幣 1,188*元

•

每位澳門幣 1,788*元（包括餐酒搭配）

五道佳餚大除夕晚宴
日期： 12 月 31 日
價格：
•

每位澳門幣 1,600*元（包括香檳乙杯）

•

每位澳門幣 2,200*元（包括香檳乙杯及餐酒搭配）

咖啡苑
聖誕及新年節日自助餐
日期：12 月 24、25、31 日以及 1 月 1 日
時段：11:3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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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元（4-12 歲）

•

三歲或以下小童免費

賓客可另加每位澳門幣 188*元尊享無限暢飲指定啤酒及餐酒；或每位澳門幣 288*元尊享無限暢飲
指定啤酒、餐酒及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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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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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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位澳門幣 1,700*元（包括餐酒搭配）

五道佳餚大除夕晚宴
日期：12 月 31 日
價格：
•

每位澳門幣 1,500*元

•

每位澳門幣 2,100*元（包括餐酒搭配）

咖啡苑
聖誕及新年節日自助餐
日期：12 月 24、25、31 日
時段：18:00 – 23:00
價格：
•

成人每位澳門幣 590*元

•

小童每位澳門幣 280*元（5-12 歲）

•

四歲或以下小童免費

賓客可另加每位澳門幣 188*元尊享無限暢飲指定啤酒及餐酒；或每位澳門幣 288*元尊享無限暢飲
指定啤酒、餐酒及香檳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
永利澳門：餐飲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986 3663。

5

水療推廣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31 日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
冬日水療奢享
透過糅合 24K 金箔和珍珠及魚子精華的瑩潤成分，為肌膚去除角質層的雜質，再以細膩柔滑的護
膚膜滋潤身體每寸肌膚，結合專業理療師的巧手按摩，讓全身感受煥活舒逸享受，令肌膚散發盈亮
光彩。
價格：澳門幣 2,000**元
時長：2.5 小時
永利水療中心
冬日寶石呵護
水療之旅由細膩的背部按摩開始，透過糅合尊貴美顏成分與寶石的護膚力量給予面部呵護，並以膠
原蛋白鑽石面膜護理及舒逸的玫瑰石英足部按摩作結，讓賓客在節慶聚會上綻放自然迷人神采。
價格：澳門幣 2,000**元
時長：2 小時
萬利水療中心
翡翠金光護理
置身於舒適的私人理療套房之中盡情享受各項水療設施後，展開令人心曠神怡的芳香寶石按摩，再
敷上尊貴的黃金導入面膜，令肌膚展現飽滿亮澤的光芒，並獲得身、心、靈全面平衡。
價格：澳門幣 2,000**元
時長：2.5 小時
**價目須另加 10%服務費及 5%稅項
永利皇宮水療中心：

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889 3228。

永利澳門水療中心、萬利水療中心：

查詢及預訂，歡迎致電 (853) 8986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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