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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 港幣結算港幣結算港幣結算港幣結算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週末週末週末週末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 

澳門勵宮酒店澳門勵宮酒店澳門勵宮酒店澳門勵宮酒店 

巴黎餐廳自助餐巴黎餐廳自助餐巴黎餐廳自助餐巴黎餐廳自助餐 

週末 

自助早午餐 

成人 $248 
僅供周六、日開放 11:00-15:00 

小童 (6-12 歲) $124 

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06 月月月月 2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07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自助晚餐 
成人 $380 $390 

18:30-22:30 
小童 (6-12 歲) $190 $200 

父親節晚餐 
成人 $488 

以 6 月 21 日當日價格 
小童 (6-12 歲) $25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至至至至07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週一至週四 ；；；； 週末週末週末週末：：：：週五至週日週五至週日週五至週日週五至週日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6 歲以下小童免費歲以下小童免費歲以下小童免費歲以下小童免費，，，，2 位成人可攜帶位成人可攜帶位成人可攜帶位成人可攜帶1 位免費小童位免費小童位免費小童位免費小童；；；； 

如果超出免費小童數量如果超出免費小童數量如果超出免費小童數量如果超出免費小童數量，，，，則按收費小童的價錢收費則按收費小童的價錢收費則按收費小童的價錢收費則按收費小童的價錢收費。。。。 

澳門勵庭海景酒店澳門勵庭海景酒店澳門勵庭海景酒店澳門勵庭海景酒店

珀克餐廳珀克餐廳珀克餐廳珀克餐廳 

自助午餐 

成人 $178 

週一至週日同價 

11:30-14:30 小童 (6-12 歲) $88 

長者 (65 歲或以上) $118 

Set meal 
Set A $168 

11:30-22:00 
Set B $238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 

澳門十六浦澳門十六浦澳門十六浦澳門十六浦 

海風餐廳海風餐廳海風餐廳海風餐廳 

自助午餐 
成人 $393 

逢週周六、日開放 12:00-14:30 
小童 (4-12 歲) $208 

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 (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 

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 

尚坊尚坊尚坊尚坊Saffron 

泰式便當 

午餐套餐 

(兩位用) 

大小同價 $327 逢週一至五 12:30-15:00 

泰式便當午餐套餐：泰式便當午餐套餐：泰式便當午餐套餐：泰式便當午餐套餐：每位包含自助沙拉吧每位包含自助沙拉吧每位包含自助沙拉吧每位包含自助沙拉吧 

正宗泰式料理 

海鮮套餐 

(兩位用) 

大小同價 $976 每位包含一杯咖啡或茶 

每天 

12:30-15:00 

18:00-22:30 

正宗泰式料理海鮮套餐：正宗泰式料理海鮮套餐：正宗泰式料理海鮮套餐：正宗泰式料理海鮮套餐：每位包含每位包含每位包含每位包含 1 杯咖啡或茶杯咖啡或茶杯咖啡或茶杯咖啡或茶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至至至至 06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請請請請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4 歲歲歲歲兒童免費兒童免費兒童免費兒童免費 

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澳門悅榕庄    

悦榕吧悦榕吧悦榕吧悦榕吧    

((((Banyan Lounge) 

下午茶套餐 

(任食任享) 

成人 $170 
逢週一至週六 

15:00-
17:30 小童 (4-12 歲) $115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0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價格，，，，請請請請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向我們查詢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4 歲歲歲歲兒童免費，兒童免費，兒童免費，兒童免費，4-12 歲歲歲歲按小童收費，按小童收費，按小童收費，按小童收費，12 歲歲歲歲以上按成人收費以上按成人收費以上按成人收費以上按成人收費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末週末週末週末、、、、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請請請請以以以以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查查查查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準準準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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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自助餐名稱 港幣結算港幣結算港幣結算港幣結算 平日平日平日平日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週末週末週末週末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 

澳門維景酒店澳門維景酒店澳門維景酒店澳門維景酒店 

翠廬西餐廳翠廬西餐廳翠廬西餐廳翠廬西餐廳 

環球海鮮 

自助晚餐+日式放題 

成人 $298  
18:30-22:00 

小童 (4-11 歲) $198  

預訂須知 

用餐時間：每日18:30-22:00 

用餐地點：維景酒店二樓翠廬餐廳 

推廣日期：06 月 01 日至 07 月 31 日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至至至至07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除外除外除外除外)，，，，請請請請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向我們查查查查詢詢詢詢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4 歲歲歲歲小童免費小童免費小童免費小童免費 

澳門英皇澳門英皇澳門英皇澳門英皇 

御廚餐廳御廚餐廳御廚餐廳御廚餐廳 

自助午餐 
成人 $195 

週一至日同價 12:00-15:00 
小童 (3-11 歲) $162 

自助晚餐 

成人 $327 

只逢週五至日開放 18:00-22:00 小童 (3-11 歲) $217 

長者 (65 歲或以上) $217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06月月月月15日至另行通知日至另行通知日至另行通知日至另行通知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3 歲歲歲歲小童免費小童免費小童免費小童免費 

*晚餐只逢週五至日開放晚餐只逢週五至日開放晚餐只逢週五至日開放晚餐只逢週五至日開放 

澳門京都酒店澳門京都酒店澳門京都酒店澳門京都酒店 

午市任點任食點心放題 
成人 $159 週一至日同價 

(特別假日除外) 

11:00-15:00 

(任食 2 個小時) 小童 (4-11 歲) $74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由即日至至至至0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特別假日除外) 

溫馨提示：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另請按食量點菜，如有浪費，酒店將會按原價結算溫馨提示：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另請按食量點菜，如有浪費，酒店將會按原價結算溫馨提示：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另請按食量點菜，如有浪費，酒店將會按原價結算溫馨提示：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另請按食量點菜，如有浪費，酒店將會按原價結算 

澳門大倉酒店澳門大倉酒店澳門大倉酒店澳門大倉酒店 

和庭行政半自助午餐 大小同價 $184 $206 12:00-14:00 

和庭行政半自助晚餐 大小同價 
$218 (週一至五) $328 (週六及日) 18:00-19:45 

$218 (週一至五) $328 (週六及日) 20:00-22:0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07月月月月0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08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4 歲小童免費歲小童免費歲小童免費歲小童免費 (4 歲以下免費小童不包主食歲以下免費小童不包主食歲以下免費小童不包主食歲以下免費小童不包主食) 

「奈和美」 週末 

下午茶自助餐 
大小同價 $188 週六、週日提供 

14:00-16:00 

16:00-18:0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 07 月月月月 0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08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除特別假日外) 

*未滿未滿未滿未滿 4 歲歲歲歲小小小小童免費童免費童免費童免費 

「山裏」 

日式午餐套餐 
大小同價 $308 逢週一休息 12:00-15:0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 07 月月月月 0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08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除不適用日期外除不適用日期外除不適用日期外除不適用日期外) 

「大倉宴會室」 

中式點心 
悠閑自選組合 $168 逢週二休息 11:00-14:30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 07 月月月月 0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08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溫馨提示：：：：所有澳門大倉酒店餐券，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所有澳門大倉酒店餐券，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所有澳門大倉酒店餐券，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所有澳門大倉酒店餐券，預訂人數必須兩人或以上。。。。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末週末週末週末、、、、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請以請以請以請以向向向向我們查我們查我們查我們查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準準準準 

 



 

 

License no.: 350232  
  

門票名稱門票名稱門票名稱門票名稱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影匯之星影匯之星影匯之星影匯之星 GOLDEN REEL (摩天輪摩天輪摩天輪摩天輪) $100 
週一至週日： 

14:00 - 20:00 

新濠天地水舞間新濠天地水舞間新濠天地水舞間新濠天地水舞間 

VIP 區 $1,498 

逢週五、六、日開

放：17:00 / 20:00 

場表演，一天一場

表演，具體的表演

場次以查詢爲準，

表演約90 分鐘；12 

歲以下為小童票不

設免票 

A 區 $998 $798 

B 區 $798 $638 

C 區 (6 月25日) $598 $478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有效期有效期有效期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 06月月月月30日的觀看表演日期日的觀看表演日期日的觀看表演日期日的觀看表演日期 

C 區（特惠） 

$598 $478 

以上價格表有效期適用以上價格表有效期適用以上價格表有效期適用以上價格表有效期適用於於於於：：：： 

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0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除除除除06月月月月25日外日外日外日外)的觀看表演日期的觀看表演日期的觀看表演日期的觀看表演日期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C 區特別價格不適用區特別價格不適用區特別價格不適用區特別價格不適用於於於於：：：：06 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 

新濠天地新濠天地新濠天地新濠天地 

童夢天地童夢天地童夢天地童夢天地 

（（（（含含含含1大大大大1小小小小）））） 

週一至週五 $120 
10:30-19:00 

(逢週三四休馆) 週六及週日 &  

6 月25-26 日 
$150 

預訂須知 

1. 必須提前1天預訂 

2. 含1大1小門票，兒童年齡在17歲或以下 

3. 標準遊玩2小時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2020年年年年0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澳門旅遊塔澳門旅遊塔澳門旅遊塔澳門旅遊塔 

觀光塔門票 $145 

11:00-19:00 

最後入場時間為 

晚上18:45 前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2020 年年年年07 月月月月31 日日日日 

笨豬跳普通版 

Standard Bungy Jump (單跳) 
$1,488 

星期一至四： 

10:00-18:30； 

星期五: 

10:00-21:00； 

星期六及日： 

10:00-22:00 需預約 

高飛跳普通版 

Standard Skyjump (單跳) 
$1,288 

雙人高飛跳 

Tandem Skyjump 
$1,932 

空中漫步 

Skywalk (單人票) 
$488 

空中漫步家庭套票 (2大1小) 

Skywalk Family Package 

$976 

 *小童必須小童必須小童必須小童必須為為為為 11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 

百步登天 Tower Climb $988 

精彩三合一套票 

Triple Challenge 

(笨豬跳+高飛跳+空中漫步) 

$2,988 

*以上產品為笨豬跳 / 高飛跳 / 空中漫步 / 百步登天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價格有效期：：：：：：：：由由由由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即日至07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末週末週末週末、、、、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請以請以請以請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準準準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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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票名稱門票名稱門票名稱門票名稱 

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優惠價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小童小童小童小童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每位每位每位每位) 

澳門漁人碼頭澳門漁人碼頭澳門漁人碼頭澳門漁人碼頭 

虛擬現實體驗館虛擬現實體驗館虛擬現實體驗館虛擬現實體驗館 

VR ZONE MACAU 

入場券 + 2項體驗 $160 

【開放兌換時間】： 

週一至週五 : 12:00-20:00 

週六和日及假日： 10:00-22:00 

【兌換使用地址】：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地面層 -  虛擬現實

體驗館 VR ZONE MACAU 

【兌換方式】請持個人有效證件 + 確認信（確認號）至體驗館入口

處兌換實體門票。 

【預訂須知】 

1. 門票只適用於指定之有效日期 

2. 一人一票，每位客人必須手持有效門票入場 

3. 門票不可轉讓、退換、退款以及轉售 

4. 七歲以下兒童可以在成人的陪同下免費入場 

5. 7-13 歲兒童需在家長同意下體驗有關項目 

6. 各項體驗均設有年齡限制，適用於7歲或以上持票人使用 

7. “病樓逃亡”體驗只適用于年滿16歲之持票人 

入場券 + 5 項體驗 $320 

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以上價格有效期：：：：由即日至由即日至由即日至由即日至2020 年年年年12 月月月月31 日日日日 

*特特特特别别别别假日有：假日有：假日有：假日有：06 月月月月25 日日日日、、、、10 月月月月01-05 日日日日、、、、12 月月月月20-26 日日日日、、、、12 月月月月31 日日日日 

澳門新濠影匯澳門新濠影匯澳門新濠影匯澳門新濠影匯 

傳奇英雄科技城傳奇英雄科技城傳奇英雄科技城傳奇英雄科技城 

2 小時無限玩 

單人 $250 【費用說明】包含澳門新濠影匯傳奇英雄科技城門票 一張 

【遊戲說明】持有手帶的客人能于當日多次進出樂園。客人使用完手

帶 的點數後，可在園內增值，繼續遊戲。 

 

- 英雄區（時代廣場一樓）暫停開放至另行通知； 

- 傳奇區（東翼二樓）正常營業，營運時間：12:00 至21:00（星期二

至星期日，公眾假期除外） 

【兌換地點】：澳門新濠影匯票務處 

【兌換方式】：預 訂成功後，請下載保存電子票。憑個人有效證件

及電子票前往即可使用，此方式無需兌換 

【預訂須知】：必須提前一天預訂，門票僅限當天有效 

【注意事項】 

1. 16 歲以下的兒童需由16 歲或以上的客人 陪同才能進入科技城 

2. 門票必須保持清晰及狀況良好，條形碼/二維碼必須能夠掃描 

3. 本票需指定日期之有效時段使用，過期作廢，恕不退款 

4. 每張電子換票證只能使用一次 

雙人 $400 

三人 $540 

四人 $600 

4 小時無限玩 

單人 $320 

雙人 $540 

三人 $750 

四人 $800 

以上價格有效期：由即日以上價格有效期：由即日以上價格有效期：由即日以上價格有效期：由即日至至至至06 月月月月30 日日日日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teamLab 

超自然空間超自然空間超自然空間超自然空間 

早場門票  

(10:00-12:00) 
$168 

即將開幕： 6 月15 日至12 月31 日 

營業時間：每日上午10:00 至晚上10:00 (最後入場時間晚上9:15) 

使用地址：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小童價格 3-12 歲；3 歲以下小童免費 

全日門票 $238 $168 

家庭套票 (1 大 +1 小) $358 

家庭套票 (2 大+1 小) $468 

試業優惠： 

6 月15 日至9 月15日 

家庭套票 (2 大+2 小) 

$476 

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閉館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閉館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閉館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二閉館 (06 月份是月份是月份是月份是06 月月月月30 日閉館日閉館日閉館日閉館) 

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以上價格平日平日平日平日、、、、週末週末週末週末、、、、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特別假日及公眾假期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或有變動，，，，請以請以請以請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向我們查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詢價格為準準準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