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佈

<中西‧環> 餐廳呈獻環球聖誕美饌歡度佳節
提前預訂優惠高達 85 折
(2018 年 11 月 16 日香港訊) 令人期待的溫馨聖誕，即將來臨！今個佳節，<中西‧環> 餐
廳將為賓客呈獻豐盛的聖誕自助餐，加上琳瑯滿目的節日甜品，以及維港沿岸的悅目景致，
為佳節劃上甜蜜的句號！此外，餐廳還推出無限暢飲優惠配對豐盛大餐，滿足饕客的美味
之旅。現客人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網上預訂節日自助餐，並全數付款，可享高
達 85 折提前預訂優惠，萬勿錯過！
<中西‧環> 餐廳將於 2018 年 12 月 24 至 26 日、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 月 1 日準備豐
盛的節慶自助餐，熱愛海鮮的賓客可選擇自助晚餐供應的多款冰鎮海鮮如波士頓龍蝦、麵
包蟹、鱈場蟹腳、翡翠螺、藍青口等。 此外,大廚預備了一系列琳琅滿目的聖誕節慶美食,
包括傳統聖誕燒火雞、栗子樹頭蛋糕、聖誕果子餅等聖誕甜點,為節日增添甜蜜氣氛。更有
精選美食如白松露火雞豬肉批配紅莓醬、慢燒澳洲和牛肉眼、蘋果木煙燻美國豬柳釀櫻桃
蘑菇等, 以及各種特色美味刺身，另有一系列懷舊香江美饌及環球美食，讓賓客捧腹而回。
聖誕老人亦會現身於平安夜自助晚餐、聖誕日自助午、晚餐時段,為各賓客送上祝福, 適合
一家大小歡度一個份外溫暖窩心的聖誕佳節！
而洋溢濃厚節慶氣氛的 Centre Street Bar，亦推出限定的聖誕節半自助晚餐，廚師推介烤澳
洲帶骨牛排、烤澳洲和牛肉眼扒及冰鎮海鮮，讓賓客與摯愛親朋一同歡度美味佳節。另外，
除夕倒數優惠亦閃耀登場，以優惠價 HK$228 包括兩杯精選飲品及乙款特色小食，讓賓客
狂歡盡興迎接新的一年。

【提前預訂優惠高達 85 折】
賓客現透過網上預訂節日自助餐，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預訂並全數付款，可獲 85
折優惠，欲購從速。
請即網上預訂: http://bit.ly/IPH_XmasBuffet_TC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平安夜自助晚餐
6:15pm - 9:30pm
成人 HK$628 (折後價: HK$596.6)
小童 / 長者 HK$458 (折後價: HK$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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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5 日
聖誕節自助午餐
11:30pm - 2:30pm
成人 HK$358 (折後價: HK$ 340.1)
小童 / 長者 HK$268 (折後價: HK$ 254.6)
聖誕節下午茶自助餐
3:15pm - 5:15pm
成人 HK$268 (折後價: HK$254.6)
小童 / 長者 HK$228 (折後價: HK$216.6)
聖誕節自助晚餐
6:15pm - 9:30pm
成人 HK$588 (折後價: HK$558.6)
小童 / 長者 HK$408 (折後價: HK$387.6)
2018 年 12 月 26 日
禮物日自助午餐
11:30pm - 2:30pm
成人 HK$318 (折後價: HK$302.1)
小童 / 長者 HK$248 (折後價: HK$235.6)
禮物日下午茶自助餐
3:15pm - 5:15pm
成人 HK$268 (折後價: HK$254.6)
小童 / 長者 HK$208 (折後價: HK$197.6)
禮物日自助晚餐
6:15pm - 9:30pm
成人 HK$528 (折後價: HK$501.6)
小童 / 長者 HK$368 (折後價: HK$349.6)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除夕夜自助晚餐
6:15pm - 9:30pm
聖誕節自助晚餐
成人 HK$558 (折後價: HK$530.1)
小童 / 長者 HK$338 (折後價: HK$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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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1 日
元旦日自助午餐
11:30pm - 2:30pm
成人 HK$298 (折後價: HK$283.1)
小童 / 長者 HK$218 (折後價: HK$207.1)
元旦日下午茶自助餐
3:15pm - 5:15pm
成人 HK$258 (折後價: HK$245.1)
小童 / 長者 HK$178 (折後價: HK$169.1)
元旦日自助晚餐
6:15pm - 9:30pm
成人 HK$498 (折後價: HK$437.1)
小童 / 長者 HK$338 (折後價: HK$321.1)
【無限暢飲優惠】
額外每成人附加 HK$58 可享無限量添飲精選餐酒
額外每人附加 HK$38 可享無限量添飲指定汽水及啤酒
【3 小時免費泊車優惠】
惠顧滿 HK$300 可享 2 小時免費泊車
惠顧滿 HK$1,000 可享 3 小時免費泊車
【Centre Street Bar 聖誕節半自助晚餐】
賓客於 2018 年 12 月 14 日或之前預訂並全數付款，可獲 85 折優惠，欲購從速。
日期: 2018 年 12 月 24 至 25 日、12 月 31 日
供應時段: 6:30pm – 9:30pm
每位 HK$468 (折後價: HK$444.6)
【Centre Street Bar 除夕倒數優惠】
日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供應時段: 10:30pm - 1:00am
每位 HK$228 (包括兩杯精選飲品及乙款特色小食)

* 以上價目需另收加一服務費並以原價計算。
* 須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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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集
請點擊以下連結下載高像素的圖片: http://bit.ly/IPH-Xmas-PRphotos
傳統聖誕燒火雞

冰鎮海鮮

栗子樹頭蛋糕

聖誕彩虹蛋糕

紅桑子流心梳乎厘

聖誕薑餅屋

<中西‧環>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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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Street Bar

<中西‧環> 餐廳
訂座: (852) 2131 5908
地址: 香港干諾道西 152 號港島太平洋酒店1樓 [西營盤站B3出口]
餐廳網上預訂: http://bit.ly/IPH_XmasBuffet_TC
Centre Street Bar
訂座: (852) 2131 5901
地址: 香港干諾道西 152 號港島太平洋酒店UG樓層 [西營盤站B3出口]
請追蹤及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IslandPacificHotel/

###
有關港島太平洋酒店
港島太平洋酒店位於朝氣蓬勃的西營盤，四周盡見別具特色的本地傳統與文化，中環金
融商業區亦近在咫尺，位置非常便利。酒店擁有 335 間舒適的客房及套房，大部份房間
均可觀賞優美的維港景色。此外，地道的餐飲服務和完善的設施令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酒店現全面實行無煙空間，致力為客人提供健康及舒適的住宿體驗。而所有客房已
配備免費 Handy 智能電話 (可免費撥打國際長途電話至 10 個指定國家、享用 Wi-Fi 熱點
共享及無限使用本地流動數據），讓客人體驗當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並隨時隨地與世界保
持聯繫。
關於信和酒店
信和集團由 3 間香港上市公司組成，分別為信和置業有限公司（港交所：83）、尖沙咀置
業集團有限公司（港交所：247）及信和酒店（集團）有限公司（港交所：1221）以及黃
氏家族的私人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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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和酒店指信和集團旗下擁有及/或管理之酒店，旗下 10 間酒店遍於香港、新加坡及澳
洲，提供逾 3,600 間客房及套房，同時擁有及營運尊尚豪華的黃金海岸鄉村俱樂部·遊艇
會。位於香港的物業包括皇家太平洋酒店、城市花園酒店、香港黃金海岸酒店、港島太
平洋酒店、中環·石板街酒店、香港遨凱酒店及香港港麗酒店。其他亞太區內酒店包括新
加坡富麗敦酒店、新加坡富麗敦海灣酒店及悉尼威斯汀酒店。
信和酒店秉承信和集團理念，致力於旗下每間酒店和遊艇會提供優質的服務及完善的設
施，為旅客帶來獨一無二的體驗。

查詢詳情，請聯絡：
市場傳訊經理 楊寶怡 (Jasmine Yeung)
電話：(852) 2293 0208 / 6531 9181 電郵:jasmineyeung@islandpacifichotel.com.hk
市場傳訊主任 陳翠姍 (Tracy Chan)
電話：(852) 2293 0204 / 6185 1610 電郵: tracychan@islandpacifichote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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