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味攻略】包澳門悅榕庄「悅榕吧」下午茶自助餐 │包英記鳳凰卷
換領券 │金光飛航 │澳門自由行套票 2-7天 PCMMFM02TAA
金光飛航 $832+
費用包括
* 上環港澳或尖沙咀中港碼頭往返澳門外港或氹仔客運碼頭來回船票連離境稅每位$11
* 酒店住宿及定時穿梭巴士往返碼頭
* 包悅榕庄「悅榕吧」下午茶自助餐
* 包澳門英記餅家【紫菜鳳凰卷4件裝手信盒】換領券乙張
出發日期：21/06/2019至30/06/2019
酒店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

早餐 酒店星级 酒店位置

×

4

凼仔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
大酒店

×

5

凼仔

澳門新濠天地- 迎尚酒店

×

4

凼仔

澳門美獅美高梅酒店

×

5

凼仔

澳門巴黎人酒店

×

3

凼仔

澳門百老匯酒店

×

5

凼仔

房間類別

Double Superior (2
day advance) (2
Day Advance)
Deluxe ( Daily
Special Offer )
(Daily Special
Offer)
Double Queen
Resort King Room
(Promotion)

成人

Jetso
(1)房間內享用無線上網
$832+ 服務，不另收費(部分日期
不適用)
(1)房間內享用無線上網
$860+ 服務，不另收費(部分日期
不適用)
$929+
$971+

N/A
1)包免費享用房內迷你酒
吧指定飲品乙次(不設添
加服務);2)房間內享用無
線網絡,不另收費(部分日
期不適用)
(1)包澳門巴黎鐵塔7樓一
次進場入場劵乙張(每房
最多2位成人及1位小童，

以每房每次入住計算，門
票只適用於已登記入住之
客人於入住期間享用及需
視乎酒店供應情況而定)
(部分日期不適用)
入住百老匯酒店，可免費
Broadway Twin
暢玩天浪淘園(只限已登
Room (Special
$1,036+
記入住之客人及需視乎酒
Promotion(January店安排而定)。(部分日期
June))
不適用)

Deluxe King Room
(Promotion)

$982+

澳門大倉酒店

×

5

凼仔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
店(The Venetian Macao-

×

5

凼仔

Resort- Hotel)

Okura Deluxe
(1)尊享大倉行政樓層禮
Room(Executive
遇，包括每天早餐、下午
lounge Access RM
$1,312+ 茶及黃昏飲品(每房每晚
Pkg) (Executive
最多2位)(部分日期不適
lounge Access
用)
Room Pkg)
Bella Deluxe
Suites ()

自費增值項目

$1,312+

N/A

『澳門美高梅盛事』享用【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只適用於七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
用) ; 餐廳提供葡國美食、東南亞精選美饌，還是新鮮時令海鮮等，菜單只供參考。餐
廳營業時間爲:逢星期一至六12：00-15：00，預訂時間爲: 12：00，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
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自助餐需有待回覆』(特別日子之用餐時間如有更改需視乎
餐廳安排而定，恕不另行通知)
『澳門美高梅盛事』享用【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只適用於七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
用); 餐廳提供葡國美食、東南亞精選美饌，還是新鮮時令海鮮等，菜單只供參考。餐
廳營業時間爲:17：30-22：30，預訂時間爲: 17：30，貴客必須於晚上17:45或之前入座，
遲到自誤。『自助餐需有待回覆』(特別日子之用餐時間如有更改需視乎餐廳安排而
定，恕不另行通知)
『澳門美高梅盛事』享用【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葡國美食、東南亞精選美
饌，還是新鮮時令海鮮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逢星期一至日12：00-15：
00，預訂時間爲: 12：00，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自助餐需有
待回覆』(特別日子之用餐時間如有更改需視乎餐廳安排而定，恕不另行通知)
『澳門美高梅盛事』享用【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葡國美食、東南亞精選美
饌，還是新鮮時令海鮮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7：30-22：30，預訂時間
爲: 17：30，貴客必須於晚上17:4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自助餐需有待回覆』 (特別
日子之用餐時間如有更改需視乎餐廳安排而定，恕不另行通知)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
匯』享用【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
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
爲:12：00-14：30，預訂時間爲: 12：00，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六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新濠影匯「星匯餐廳」享
用【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環球海鮮、國際名菜、地道佳餚、精緻甜品自
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2：00-15：00，預訂時間爲:
12：00，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六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新濠影匯「星匯餐廳」享
用【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環球海鮮、國際名菜、地道佳餚、精緻甜品自
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22：30，預訂時間爲:
18：00，貴客必須於晚上18: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匯』享用【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
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
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 20：00，預訂時間爲: 18：
00，貴客必須於下午18: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匯』享用【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
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
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20：30- 22：00，預訂時間爲: 20：
30，貴客必須於下午20:4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匯』享用【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
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
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2：00-14：30，預訂時間爲: 12：00，
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匯』享用【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
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
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 20：00，預訂時間爲: 18：
00，貴客必須於下午18: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JW萬豪酒店名廚都匯』享用【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
廳提供多款特製的國際及澳葡地道美饌，共6個不同美食專區，如海鮮、澳葡及意大
利或日韓美食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20：30- 22：00，預訂時間爲: 20：
30，貴客必須於下午20:4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酒店服務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新濠影匯「星匯餐廳」享用【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
供環球海鮮、國際名菜、地道佳餚、精緻甜品自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菜單只供參
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2：00-15：00，預訂時間爲: 12：00，貴客必須於中午12:15或之前
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新濠影匯「星匯餐廳」享用【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
供環球海鮮、國際名菜、地道佳餚、精緻甜品自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菜單只供參
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22：30，預訂時間爲: 18：00，貴客必須於晚上18:15或之前
入座，遲到自誤。
澳門美獅美高梅Janice Wong MGM下午茶套餐餐券2張(原價$328)，有齊鹹點、甜點、
鬆餅同飲品。(時段:下午15:00入座(視乎餐廳供應量而定及需有待回覆) )。 菜單只供
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
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群芳【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
享用) (時段:上午11:30入座(視乎餐廳供應量而定需有待回覆) 群芳為度假城內的旗
艦自助餐廳，雲集多國美食精粹，包羅日本丶印度菜的國際菜肴，為您帶來與別不同
的泛亞洲飲食體驗。 菜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時段:上午11:30入座，用
餐時間約2小時)
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群芳【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
享用) (時段:下午17:30入座(視乎餐廳供應量而定需有待回覆) 群芳為度假城內的旗
艦自助餐廳，雲集多國美食精粹，包羅日本丶印度菜的國際菜肴，為您帶來與別不同
的泛亞洲飲食體驗。 菜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時段:下午17:30入座，用
餐時間約2.5小時)
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群芳【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時段:上午11:30入座(視乎餐廳供
應量而定需有待回覆) 群芳為度假城內的旗艦自助餐廳，雲集多國美食精粹，包羅日
本丶印度菜的國際菜肴，為您帶來與別不同的泛亞洲飲食體驗。 菜單只供參考，以餐
廳最後安排為準。(時段:上午11:30入座，用餐時間約2小時)
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群芳【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時段:下午17:30入座(視乎餐廳供
應量而定需有待回覆) 群芳為度假城內的旗艦自助餐廳，雲集多國美食精粹，包羅日
本丶印度菜的國際菜肴，為您帶來與別不同的泛亞洲飲食體驗。 菜單只供參考，以餐
廳最後安排為準。(時段:下午17:30入座，用餐時間約2.5小時)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
【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
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1：00-15：00，預訂時間爲:
11：00，貴客必須於上午11: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
【小童】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
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3：30-15：00，預訂時間爲:
13：30，貴客必須於下午13:4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三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
【小童】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
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22：00，預訂時間爲:
18：00，貴客必須於下午18:15或之前入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
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
餐廳營業時間爲:11：00-15：00，預訂時間爲: 11：00，貴客必須於上午11:15或之前入
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成人】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
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
餐廳營業時間爲:13：30-15：00，預訂時間爲: 13：30，貴客必須於下午13:45或之前入
座，遲到自誤。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威尼斯人渢竹』享用【成人】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菜
式包括海鮮、壽司及刺身，口味繁多，亞洲風味及本地特色應有盡有，菜單只供參考。
餐廳營業時間爲:18：00-22：00，預訂時間爲: 18：00，貴客必須於下午18:15或之前入
座，遲到自誤。

專享特惠

門票

休閒活動

【澳門銀河尊貴特選套餐代用劵】換領券乙張(價值$128)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六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唯一的旋轉餐廳以360°
全方位美景伴碟，居高享用午餐(菜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包括:(a)澳門
旅遊塔小童自助午餐乙份(時段:第2節，下午13:30入座，用餐時間約1小時30分鐘)(b)
澳門旅遊塔觀光層之小童入場門票乙張- 58層及61層門票(需有待回覆)
增值自選遊項目(只適用於六歲至十一歲之小童享用): 於澳門唯一的旋轉餐廳以360°
全方位美景伴碟，居高享用自助晚餐(菜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包括:(a)
澳門旅遊塔小童自助晚餐乙份(時段:下午18:30入座，用餐時間約3小時30分鐘)(b)澳
門旅遊塔觀光層之小童入場門票乙張- 58層及61層門票(需有待回覆)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金沙酒店888美食天地』享用888拉斯維加斯式【小童(三歲
至十一歲)】自助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中、西、日、泰式國際美食自助餐，讓味蕾環
遊世界(時段:上午11:30入座，用餐時間約3小時)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金沙酒店888美食天地』享用888拉斯維加斯式【小童(三歲
至十一歲)】自助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中、西、日、泰式國際美食自助餐，讓味蕾環
遊世界(時段:下午17:30入座，用餐時間約2小時)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金沙酒店888美食天地』享用888拉斯維加斯式【成人】自助
午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中、西、日、泰式國際美食自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時段:上
午11:30入座，用餐時間約3小時)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金沙酒店888美食天地』享用888拉斯維加斯式【成人】自助
晚餐餐券乙張; 餐廳提供中、西、日、泰式國際美食自助餐，讓味蕾環遊世界(時段:下
午17:30入座，用餐時間約2小時)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唯一的旋轉餐廳以360° 全方位美景伴碟，居高享用午餐(菜
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包括:(a)澳門旅遊塔成人自助午餐乙份(時段:第2
節，下午13:30入座，用餐時間約1小時30分鐘)(b)澳門旅遊塔觀光層之成人入場門票
乙張- 58層及61層門票(需有待回覆)
增值自選遊項目: 於澳門唯一的旋轉餐廳以360° 全方位美景伴碟，居高享用自助晚
餐(菜單只供參考，以餐廳最後安排為準)，包括:(a)澳門旅遊塔成人自助晚餐乙份(時
段:下午18:30入座，用餐時間約3小時30分鐘)(b)澳門旅遊塔觀光層之成人入場門票乙
張- 58層及61層門票(需有待回覆)
『狂電派』標準入場門票乙張【成人/小童】；開場時間下午四時；『門票需有待回覆確認』
【限時搶購】澳門新濠影滙Studio City全球首個「8」字型摩天輪『影滙之星』【成人/小童】
入場門票乙張: 逢星期一至五:12:00 至 20:00，逢星期六至日及特別日子:11:00至
21:00『門票需有待回覆』
澳門會展中心─One Piece 動畫20週年回顧展（澳門）【成人/ 身高90cm或以上之小童】
入場門票乙張，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日:12:00 至 20:00(最後入場時間為19:30)
增值自選遊項目:代訂澳門新濠影滙Studio City「蝙蝠俠夜神飛馳」4D 模擬飛行體驗一
次進場【成人/小童】入場門票乙張；開放時間:逢星期一至五:12:00 至 20:00，逢星期六
至日及特別日子(04/04/2016):11:00 至 21:00 ；『門票需有待回覆』
增值自選遊項目:澳門旅遊塔觀光層之小童(三歲至十一歲)入場門票乙張- 58層及61
層門票
增值自選遊項目:澳門旅遊塔觀光層之成人入場門票乙張- 58層及61層門票
澳門『旗袍一日體驗』【成人】乙次；預約時間:10:30AM『需有待回覆』

產 品條款
1. 此價目表的所有價格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只作參考之用，價格可能因外幣、車票/船票、酒店價格浮
動而更改，而酒店額外優惠（JETSO）亦會因應酒店提供而更改，確定套票價目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均
以系統報名當時為準。
2. 日本酒店：Semi Double Room之面積較雙人房為細；Semi Double房內只提供1張約 4尺闊的床，而SemiTwin 房內只提供1張單人床及1張梳化床(SOFA BED)﹔此兩種房間均一律不設加床並只限2位客人入住，
而2至11歲小童入住均須付佔半房價錢，敬請留意；另“雙人房+加床”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
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疊床或沙發床。
3. 台灣酒店：按酒店條款規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身高不超過100厘米之2至11歲小童；否則必須以加床或佔

半房價錢收費；若有未經本公司申報之小童入住，酒店會拒絕讓所有同行旅客入住，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亦不
予發還，顧客須自行承擔有關責任。
4. 客人必須於開車前15分鐘到達上車站，如選乘直航船之旅客必須最少30分鐘或之前到達碼頭辦理過關手
續。
5. 根據個別國家酒店規定，如顧客未滿18歲而未有父母同行，其訂房須待酒店覆核及回覆作實，否則須取
消訂位。
6. 每房需最少一位客人持有有效香港特區(SAR)或回鄉證入住。
7. 入住單人房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產品註明是最少2位成人同行，該產品必須最少2位成人同行並各佔
一單人房。
8. 每房最多可容納3位成人或2位成人+1位小童入住，Semi Double Room或特別注明除外。
9. 「自費增值項目」的可供訂購日期及價格以網上資料/報名時為準。
10. 以上行程安排一經確定，恕不退款或作任何更改。
11. 以上酒店星級僅供參考。
12. 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廣東省自由行套票報名及責任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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