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2021 年 7 月 5 日 

新世界酒店及度假村夏日特别礼遇 -【新】盈夏日，举家乐游 

新世界酒店及度假村在亚洲各地为家庭打造夏日欢乐时光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作为新世界酒店及度假村亚洲酒店，诚意奉上「新盈夏日，举家乐游」的

假日体验，贴心的服务为大人与孩子打造夏日欢聚时光。 将近在迟尺的目的地旅行与方便快

捷，豪华酒店以及特色服务相结合，从美食之旅到休闲娱乐，新世界为您用全新理念解锁盈盈夏

日。 「新盈夏日，举家乐游」促销发售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9 月 1 日。  

  

酒店特意于暑假期间诚献多项精选住宿及餐飨优惠，其中享住宿礼遇以舌尖做导游，为一家大小

展开味蕾觉醒之旅，欢度亲子时光。 另有一系列餐饮推广带来国际特色佳餚，包括环球自助

餐、随您配下午茶套餐以及日式时令料理等，让父母和子女共享天伦之乐。  

  

「享‧飨」住宿礼遇 

酒店由即日起推出专为美食爱好者而设的享住宿礼遇，带来三餐精彩餐飨体验，包括 Café East

双人自助早餐、房内两位用 下午茶套餐，与及自选两位用午市或晚市飨宴。 住客可选享 La 

Table French Brasserie、嵯峨野或桃里精选套餐或 Café East 自助餐;每房每晚由港币 1，300

元起，适用于即日 至 9 月 5 日期间之住宿（必须于入住前至少 24 小时预订）。  

其他礼遇还包括免费享用房内自选电影服务、餐饮 8 折优惠（现有尝荟会员或登记入住时注册为

尝荟餐饮会员可享获餐饮 75 折优惠）、提早于下午 1 时入住及延迟退房至下午 3 时（只限星期

一至四;视乎房间供应情况而定）。  

入住聚贤荟楼层或全新装潢的尊尚客房更可享额外尊尚礼遇，包括个性化住房及退房登记服务、

于聚贤荟享受全天候供应之美点及傍晚鸡尾酒、免费享用迷你酒吧内的非酒精饮品 （不设补

充）及洗烫及干洗服务 9 折优惠等。  

  

所有用餐选择均须于客房入住的当天使用。 午膳及晚膳地点或有所变更，并将由订房部确认。 

以上所有价目须另收加一服务费。 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详情请参阅酒店网页

（https://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promotions-tc/promotions-rooms-suites-tc/foodie-

retreat/）。 查询或预订，请致电+852 2313 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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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美食也是亲子游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上述住宿礼遇外，酒店多间餐厅亦提供夏日美食优

惠，款款美味佳馔满足一家大小不同口味，缔造美味回忆。  

  

CaféEast 东南亚美食巡礼 

炎炎夏日，东南亚地区向来是最受家庭欢迎的旅游胜地，因此 Café East 特别推出以新加坡、马

来西亚及泰国的香辣惹味地道美馔为主题的自助晚餐。 精选前菜包括啰惹酱蔬果沙律、泰国海

鲜木瓜沙律、泰式无骨凤爪及金杯，还有巴生肉骨茶及冬荫功汤等。 热食则有泰式炸海鲜饼、

烧乌头、马来巴东牛肉、海南鸡、槟城炒贵刁及即叫即煮的星加坡叻沙等任君选择。 甜点方面

少不了经典必吃的摩摩嚓嚓、芒果糯米饭及椰汁西米糕，让味蕾游历这些度假热点。  

  

东南亚美食巡礼自助晚餐由即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供应;成人每位收费为港币 628 元， 小童每

位收费为港币 408 元。 星期五至日及公众假期成人每位港币 698 元;小童每位港币 468 元。 「尝

荟」会员可独家专享「买二送一」自助餐优惠，尚未成为会员的顾客亦可即场免费申请会籍以享

优惠。 此优惠适用于最少 2 位付全费成人享用，并不可与其他优惠或折扣同时使用。  

  

嵯峨野 - 日本鳗鱼晚膳套餐 

嵯峨野日籍总厨苗加昌彦师搜来日本新鲜直送的四国高知县鳗鱼，设计了一款时令晚膳套餐，食

客即使未能亲身到访日本也可以一嚐当地正宗料理。 晚膳套餐附有杂锦前菜、左口鱼薄切、吞

拿鱼腩、深海池鱼及海胆刺身、鳗鱼蛋卷、清汤及腌菜，主食方面鳐客可选享传统原汁原味的蒲

烧日本鳗鱼饭或有三种传统食法的特色日本鳗鱼饭，另附有温室蜜瓜伴白酒啫喱为丰盛日式套餐

划上圆满句号，每位只需港币 1，380 元;由即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供应。  

  

The Lounge「随您配」下午茶套餐 

与家人享受慢活时光也不失为一个舒适悠闲的好选择。 The Lounge 诚献「随您配」下午茶套

餐，客人可于多款自家制咸甜美点中自由配搭十件最合口味的茶点，选择包括慢煮竹炭三文鱼

卷、西班牙黑毛猪风干火腿伴 半熟番茄及牛油面包、烟燻鸭胸伴焦糖苹果及黑松露菌、覆盆子

红丝绒蛋糕及英式松饼等， 套餐另附鲍鱼鸡肉挞一件，周末及公众假期更可额外享用马介休鸭肝

薯蓉球、照烧和牛汉堡包及黑松露菌海鲜酥盒各一件，与家人尽享下午茶时光。 下午茶套餐每

天供应，星期一至五每位港币 278 元，两位用港币 478 元;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每位 338 元，

两位用港币 57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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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价目须另收加一服务费。 「尝荟」会员可专享 75 折优惠。 未成为会员的飨客可于酒店网页

免费申请成为「尝荟」会员 (https://bit.ly/3imx84N);申请处理一般需时 7 个工作天。 餐饮查询或

订座，请致电+852 2313 4222。  

  

关于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位于尖沙咀东部么地道，设有 468 间客房和套房，餐饮包括中菜厅桃里、 

日本餐厅嵯峨野及岚山、全天侯餐厅 CaféEast、法国餐厅 La Table 、酒吧 Residence Lounge 

& Bar 和大堂酒廊 The Lounge。 会议设施有大宴会厅及 9 间会议室，娱乐设施有健身中心及天

台游泳池。 聚贤荟则为宾客提供尊贵服务。 如需垂询或预订，请致电酒店+852 2739 1111、 

电邮至 reservations@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或浏览酒店网页 

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新世界酒店及度假村简介 

新世界酒店及度假村致力于打造奢华商务住宿与会议奖励旅游的卓越体验，其豪华酒店分布于中

国第一、二线城市的中心位置及亚洲热门目的地。 旗下管理的 9 间酒店分别位于香港、北京、

大连、贵阳、武汉、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及顺德（加盟酒店）。 大部分新世界酒店及度假

村提供逾 350 间客房与完善的设施和服务，包括餐饮、商务服务、多元会议设备、行政楼层聚贤

荟及休闲活动选择。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ewworld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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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imx84N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tao-li/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sagano/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ranzan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cafe-east/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la-table/
https://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residence-lounge-bar/
https://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residence-lounge-bar/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dining/the-lounge/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meetings-weddings/events/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business-leisure/leisure-facilities/
http://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tc/rooms-suites/residence-club/
http://www.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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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专页：www.facebook.com/nwmhk 

Instagram： newworldmillenniumhkhotel 

微信：NewWorldHotels 

  

传媒查询：  

关宝智 Mona Kwan 

传讯总监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电话： +852 2313 4007 

电邮： mona.kwan@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邓文嘉 Carmen Tang 

传讯经理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电话： +852 2313 4022 

电邮： carmen.tang@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周嘉满 Carmen Chow 

高级传讯主任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  

电话： +852 2313 4512 

电邮： communications@newworldmillennium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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