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置 星級

Place Cat.

聖地牙哥古堡酒店 * Pousada De Sao Tiago Macau 澳門半島 5 $1,569 起起起起 $1,879 起起起起 $1,899 起起起起

永利酒店 * Wynn Macau 澳門半島 5 $1,129 起起起起 $1,589 起起起起 $1,609 起起起起

美高梅酒店 * MGM Macau 澳門半島 5 $1,299 起起起起 - 起起起起 - 起起起起

新葡京酒店 * Grand Lisboa Macau 澳門半島 5 $1,409 起起起起 $1,769 起起起起 $1,839 起起起起

文華東方酒店 **** Mandarin Oriental Macau 澳門半島 5 $1,339 起起起起 $1,749 起起起起 $1,919 起起起起

星際酒店 * Star World Hotel Macau 澳門半島 5 $1,019 起起起起 $1,809 起起起起 $1,829 起起起起

金麗華酒店 * Grand Lapa Hotel Macau 澳門半島 5 $889 起起起起 $809 起起起起 $909 起起起起

置地廣場酒店 The Landmark Macau 澳門半島 5 $999 起起起起 $1,199 起起起起 $1,299 起起起起

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Macau 澳門半島 4 $769 起起起起 $969 起起起起 $1,119 起起起起

富豪酒店 * Hotel Beverly Plaza 澳門半島 4 $889 起起起起 $1,039 起起起起 $1,199 起起起起

京都酒店 * Macau Metropole Hotel 澳門半島 3 $749 起起起起 $939 起起起起 $1,049 起起起起

新麗華酒店 * Hotel Sintra Macau 澳門半島 3 $719 起起起起 $949 起起起起 $969 起起起起

東望洋酒店 * Hotel Guia 澳門半島 3 $739 起起起起 $889 起起起起 $979 起起起起

富華粵海酒店 Fu Hua Guang Dong Hotel 澳門半島 3 $659 起起起起 $759 起起起起 $879 起起起起

萊斯酒店 Raxs Hotel Macau 澳門半島 3 $819 起起起起 $979 起起起起 $1,199 起起起起

財神酒店 * Hotel Sintra 澳門半島 3 $869 起起起起 $1,079 起起起起 $1,199 起起起起

四季酒店 * Four Seasons Hotel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1,219 起起起起 $1,769 起起起起 $1,849 起起起起

威斯汀渡假酒店 * The Westin Resort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819 起起起起 $819 起起起起 $989 起起起起

君悅酒店 * Grand Hyatt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1,369 起起起起 - 起起起起 - 起起起起

麗景灣酒店 Regency Hotel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669 起起起起 $739 起起起起 $859 起起起起

皇庭海景酒店 Pousada Marina Infante 氹氹氹氹仔 4 $689 起起起起 $769 起起起起 $989 起起起起

  君怡酒店 * Grand View Hotel 氹氹氹氹仔 4 $709 起起起起 $769 起起起起 $839 起起起起

 

週六
酒店名稱 Name of Hotel

平日

Friday

週五

SaturdaySun-Thur

澳門旅遊塔門券 388 起 澳門旅遊塔下午茶餐 428 起

澳門旅遊塔自助午餐 556 起 澳門旅遊塔自助晚餐 598 起

渢竹自助午餐 448 起 渢竹自助晚餐 508 起

"威豐味"午餐 448 起 "威豐味"下午茶餐 368 起

"威豐味"晚餐 548 起

金沙888自助午餐 418 起 金沙888自助晚餐 528 起

“群芳”自助午餐 478 起 “群芳”自助晚餐 648 起

“奧旋”自助午餐 468 起

水舞間 859 起 色惑 1019 起

澳門銀河套票

澳門新濠天地

金沙城中心套票

金沙套票

澳門旅遊塔套票

威尼斯人套票

香港/九龍-澳門來回噴射飛航船票 + 酒店住宿 + 早餐(*不包早餐) + 接送(指定酒店)

Roundtrip Hong Kong / Kowloon - Macau TurboJET economy class ticket + 1 night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ing) with breakfast + Hotel Transfer

(售完即止)

$40

Remarks:

- The above prices are quoted in HK dollar for each person and exclude departure tax HK$11.

- Pay extra $50 per ticket for upgrading to TurboJET deluxe seat class

-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s 「「「「Hong Kong Macau Ferry Terminal,Shun Tak Centre」」」」, Kowloon representative 「「「「China Ferry

  Terminal,Tsim Sha Tsui」」」」

- 2 persons travelling together is a must. Package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once the ticket is issued.

- All ferry fares and hotel rates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 Please proceed to our branches for further details,All fares, conditions and pictures listed above are for reference only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備註:

- 套票價目以港幣每位計算,未包離境稅HK$11。

- 如需改為豪華位每張每程另加 $50。

-  香港代表「信德中心港澳碼頭」，九龍代表「尖沙咀中國客運碼頭」

- 套票必須 2 人同行,套票辦理後不退不改。

- 所有的價格或因船位及酒店房間之供應(數量/時間)而有所改變，

 一切概以購票時為準。

- 詳情可向櫃檯職員查詢，以上各項價目、細則及圖片僅供參考，

 若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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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船票 +「水舞間」套票

$859 起/位

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2014年年年年3-4月月月月

另備有「水舞間」+酒店+船票套票，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

“豪華SPA”套票
● 酒店住宿一晚

● 自助早餐

● 每房可於“So Spa”享用以下a - c (任擇其一)

      a. 60分鐘香薰舒緩按摩療程

      b. 60分鐘深層減壓按摩

      c. 60分鐘腳部按摩

●每房包澳門鉅記餅家指定產品

●香港 / 九龍至澳門來回豪華位船票

●穿梭巴士來回碼頭至酒店接送

$1499 起/位

不適用日期：

2014年1月30-2月8日、

4月18-20日、

4月30日-5月3日、

5月31日至6月2日除外

(有效日期：即日至2014年6月30日)

澳門來回船票 + 自助餐 / 景點門券旅遊套票



位置 星級   備註  

Place Cat. Remark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Sofitel Macau At Ponte 16 澳門半島 5 $869 起起起起 $989 起起起起 $1,289 起起起起

享用客房內免費Wifi

皇都酒店 Hotel Royal Macau 澳門半島 5 $719 起起起起 $849 起起起起 $1,01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泳池及健身中心

濠璟酒店 Hotel Riviera Macau 澳門半島 5 $689 起起起起 $769 起起起起 $959 起起起起

酒店康樂中心(泳池、健身室等)已停止服務

  金沙酒店 * Sands Macao Hotel 澳門半島 5 $1,039 起起起起 $1,299 起起起起 $1,649 起起起起 -

 利澳酒店 Rlo Hotel Macau 澳門半島 4 $729 起起起起 $879 起起起起 $1,04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泳池及健身室

金龍酒店 Hotel Golden Dragon 澳門半島 4 $729 起起起起 $889 起起起起 $1,04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健身室;

星期日至四入住(節假日除外)，每天首 10 間可提升

至海景房(先到先得)

皇家金堡酒店 Casa Real Hotel Macau 澳門半島 4 $789 起起起起 $899 起起起起 $1,11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室內泳池及健身室

帝濠酒店 Macau Emperor Hotel 澳門半島 3 $829 起起起起 $1,049 起起起起 $1,219 起起起起 -

英皇娛樂酒店 * Grand Emperor Hotel 澳門半島 3 $1,059 起起起起 $1,459 起起起起 $1,679 起起起起 -

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 Courad Macau Cotai Central 氹氹氹氹仔 5 $1,139 起起起起 $1,389 起起起起 $1,68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恆溫泳池及健身室

銀河酒店 Galaxy Hotel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1,149 起起起起 $1,369 起起起起 $1,79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室外泳池及健身室

  悅榕莊酒店 Banyan Tree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1,779 起起起起 $1,979 起起起起 $2,26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室內、外泳池及健身室

大倉酒店 Hotel Okura Macau 氹氹氹氹仔 5 $1,339 起起起起 $1,519 起起起起 $1,91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室健身室及室內泳池

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 Cotai Central Holiday Inn Macao 氹氹氹氹仔 4 $829 起起起起 $1,089 起起起起 $1,359 起起起起 享用酒店恆溫泳池及健身室

  駿景酒店 * Hotel Taipa Square 氹氹氹氹仔 4 $689 起起起起 $779 起起起起 $869 起起起起

每天首 10 間可提升至高級豪華客房(先到先得)，

享用酒店健身室

酒店名稱
週六

SaturdayFriday
Name of Hotel

Sun-Thur
平日 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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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澳門來回噴射飛航船票 + 酒店住宿 + 早餐(*除外) + 接送
Roundtrip Hong Kong / Kowloon - Macau TurboJET economy class ticket + 1 night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ing) with breakfast + Hotel Transfer

澳門維景酒店「精選」套票
● 酒店住宿一晚

● 自助早餐

● 每房享有“葡國菜”午餐或晚餐

● 享用酒店室內泳池、按摩浴池、桑拿室、蒸氣室及健身設施

● 香港/九龍至澳門來回船票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

「春幻住宿」2/3天套票

每天首 12 間訂房每房1位客人

可享酒店提供30分鐘中式按摩

喜來登金沙城中心酒店

“樂悠遊 ”2/3天套票
●酒店住宿一晚

●於盛宴享用早餐或午餐

●可享房內無線上網

●每房可享澳門幣200元消費券

● 香港 / 九龍至澳門來回船票

* 入住兩晚，即可額外享有：

   - 於喜柏大堂酒廊享用1次下午茶餐

   - 每房可享茶葉禮品包1個

(有效日期：即日至2014年6月29日)

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有效日期:2014年年年年3-4月月月月

出發日期：

即日至5月28日。( 17-20/4、30/4-3/5 除外)
$1029 起/位

● 酒店住宿一晚

● 於天山宴會廳享用「夢工場」主題早餐

● 香港 / 九龍至澳門來回船票

 

 ( 有效日期：2014年3月23日 - 5月31日 )

 ( 2014年5月1日-5月3日除外 )

$1059 起/位

$729 起/位

澳門金沙城假日酒店

「體驗夢工場」套票

● 入分層式套房一或二晚或三晚

● 可於威豐味或巴西扒房享用早餐;或於渢竹或皇雀印

     度餐廳享用自助午餐(限入住第二天享用)

● 香港 / 九龍至澳門來回船票

● 每房包MOP100餐飲購物券

● 威尼斯人購物中心內乘坐貢多拉之旅一程

● 房內免費無線寬頻上網

* 另備有2天套票可供選擇

$1309 起/位

澳門銀河快富

站美食餐券

每房享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