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40離境稅 *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599$599起起((每位）每位）

http://www.hotel002.com

套票包括: ( 每位計必須2人成行 )
包: 雙人入住百老匯酒店 ( Broadway大床客房一晚 )
( 提升Broadway雙床客房-每位加$100 )
包: 全新百老匯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包: 免費享用房間內迷你酒吧及免費無線上網
包: 尊享天浪淘園內休閒設備(包括全球最大的空中衝浪池)
包: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包: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2 套
•如改乘坐夜航17:30後 , 須加收每程$30付加費*

*額外新增優惠: 可已優惠價$60購買百老匯奇幻門票B區*
表演時間及門市價格如下 :
開演日期：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1月8日 /  地點：百老匯舞台
B區門票：$120 (不設劃位)),額外加訂門票半價$60
星期一至日：演出時間為下午4時( 逢星期二休場) 

南洋南洋 043 504 1020 2369  043 504 1020 2369  
匯豐匯豐 127 832749 838127 832749 838

澳門「百老匯酒店」無限體驗住宿優惠澳門「百老匯酒店」無限體驗住宿優惠

入住有效期由即日至28-Feb-17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5天前預訂*
入住有效期由即日至28-Feb-17價目
平日 $5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星期五 $799
星期六 $999
星期日 $699

【【即時激賞即時激賞】】澳門「百老匯酒店」無限體驗住宿優惠澳門「百老匯酒店」無限體驗住宿優惠

優惠預訂由即日開始: 入住日期
由即日至2017年02月28日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 價格已包含旅遊業印花稅及15%酒店服務費及政府稅 *

優惠
率先體驗澳門百老滙！於提前預訂開幕
限時優惠，尊享最優惠價格，免費無線
上網及更多特別禮遇。

【特別假期價目】聖誕節優惠
11月份 17 $799 / 18-19 $1199 / $20 $899
12月份 20-22 $699 / 23 $999 / 24 -26 $1199 / 27 $799

28-29 $699 / 30 $899 / 31 $1199
01月份 01-03 請查詢 / 28-31 請查詢
02月份 01-06 請查詢



澳門大倉酒店套票優惠澳門大倉酒店套票優惠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799起(每位)

Big Big Promotion !!包:金光來回船票+酒店接送+百老匯美食禮劵

日本大倉飯店集團為「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締
造糅合現代及傳統舒適寫意的旅居環境，將「傲視
世界 情繫亞洲」的品牌理念注入獨特的東瀛元
素，雙得益彰。光臨澳門大倉酒店的商務和渡假遊
客，不論選擇豪華套房抑或奢華客房，都可體驗最
優質服務，享受一個悠然寧靜的假期。澳門大倉酒
店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為賓客提供最佳住宿、餐飲
及服務體驗。現在，澳門大倉酒店也在「澳門銀
河」提供這種頂級的旅遊享受。一絲不苟的日式服
務予人親切之感，令人難以忘懷。

http://www.hotel002.com

有效期即日 至 28-Feb-17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3天前預訂*以下套票為每位價格
即日-26-Jan-17價目
平日 $7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三 )
平日 $899 ( 周四及周日 )
星期五 $1199
星期六 $1399
06-Feb-17至28-Feb-17價目
平日 $829 ( 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平日 $899 ( 周日 )
星期五 $1099
星期六 $1499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任何稅項 *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如改乘坐夜航17:30後 , 須加收每程$30付加費*

-入住大倉酒店( 豪華客房 )一晚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尊享天浪淘園內休閒設備，包括全球最大的空中
衝浪池及全球最長空中激流
-百老匯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額外新增優惠: 可已優惠價$60購買百老匯奇幻門票B區*
表演時間及門市價格如下 :
開演日期：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1月8日 /  地點：百老匯舞台
B區門票：$120 (不設劃位)),額外加訂門票半價$60
星期一至日：演出時間為下午4時( 逢星期二休場) 

澳門銀河-大倉酒店

南洋 043 504 1020 2369  匯豐 127 832749 838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特別假期價目】聖誕節優惠
11月份 17 $899/18 $1199/19 $1699/20 $999
12月份 20-22 $899/23 $1199/24 -25 $1599/26 $1299

27 $1099/28-29 $999/30 $1299/31$2099
01月份 01-02 $1999/03 $999/27-31 請查詢
02月份 01-05 請查詢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799$799起起((每位每位) )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40離境稅 *

澳門澳門JWJW萬豪萬豪22天天11晚奇幻套票晚奇幻套票

包: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如改乘坐夜航17:30後 , 須加收每程$30付加費*

包: 雙人入住澳門JW萬豪酒店1晚(豪華大床客房)
( 如轉至尊豪華雙床客房-每位加$100 )

包: 酒店名廚都匯自助早餐 2 份
註:3-11歲以下小童須到達酒店自費早餐$118++起*

包: 尊享天浪淘園內休閒設備，包括全球最大的
空中衝浪池及全球最長空中激流註:開放日子視乎酒店而定

包: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額外送你 : 每位可自選百老匯奇幻門票B區或
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表演時間及門市價格如下 :
開演日期：2016年11月2日至2017年1月8日
地點：百老匯舞台
B區門票：$120 (不設劃位)),額外加訂門票半價$60
星期一至日：演出時間為下午4時( 逢星期二休場) 
註: 2017年1月9日出發的遊客只能獲贈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南洋 043 504 1020 2369  匯豐 127 832749 838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快閃優惠】澳門JW萬豪2天1晚奇幻套票
•預訂日期由30-Nov-16至31-Dec-16-下午16:00完
•有效期入住日子由:01-Dec-16至31-Mar-17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出發前3天前預訂* 價目以下套票為每位價格
入住日期由:30NOV16-08JAN17價目
平日 ( 只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899
平日 ( 只適用於周日 ) $999
星期五 $1099
星期六 $1499
入住日期由:09JAN17-31MAR17價目
平日 ( 只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799
平日 ( 只適用於周日 ) $899
星期五 $999
星期六 $1399

搶訂日期 :由11月30日至2016年12月31日
入住日期 ( 預訂前必須選定出發日子 )
住宿由2016年12月01日至2017年03月31日

【特別假期價目】
12月份 21-22 $999 / 23 $1199 / 24-26 請查詢 / 27 $1099

28-29 $999 / 30 $1299
01月份 01-02 請查詢 / 28 $1599 / 29-31 請查詢
02月份 01-02 請查詢 / 03 $1299 / 04 $1599

公司網址: www.hotel002.com

免費睇精彩奇幻激光表演



澳門【銀河酒店】套票優惠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759起(每位) 

暑假優惠!!包:金光來回船票+酒店接送+銀河美食禮劵

http://www.hotel002.comhttp://www.hotel002.comhttp://www.hotel002.com

有效期即日至 28-Feb-17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3天前預訂
* 價目以下套票為每位價格
即日至30-Nov-16價目
平日 $759 ( 適用於周一至周三 )
平日 $799 ( 適用於周四及周日 )
星期五 $1099
星期六 $1199
01-Dec-16至28-Feb-17價目
平日 $7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平日 $899 ( 適用於周日 )
星期五 $1199
星期六 $1299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任何稅項 *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如改乘坐夜航17:30後 , 須加收每程$30付加費*

-入住銀河酒店(銀河客房)一晚
(雙床每位須加$100)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全新百老匯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額外新增優惠: 可已優惠價$60購買百老匯奇幻門票B區*
表演時間及門市價格如下 :
開演日期：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1月8日 /  地點：百老匯舞台
B區門票：$120 (不設劃位)),額外加訂門票半價$60
星期一至日：演出時間為下午4時( 逢星期二休場)

澳門銀河酒店美食套票

南洋 043 504 1020 2369  匯豐 127 832749 838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特別假期價目】聖誕節優惠
11月份 17 $899/18-19 $1599/20 $999
12月份 20-22 $859/23 $1399/24 -25 $1699/26 $1299

27 $999/28-29 $899/30 $1599/31$1899
01月份 01-03 請查詢 / 28-31 請查詢
02月份 01-06 請查詢



澳門【悅榕庄】冬日優惠套票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1399起(每位)

Big Big Promotion !!包:金光來回船票+酒店自助早餐+酒店接送+百老匯美食禮票

有效期有效期即日即日 至至 2222--DECDEC--1616價目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套票必須最少出發出發1010天前預訂天前預訂** 以下套票為每位價錢以下套票為每位價錢
即日至30-NOV-16價目
平日 $13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三 )
平日 $1599 ( 適用於周四及同日 )
星期五 $1999
星期六 $2499
01-DEC-16至22-DEC-16價目
平日平日 $1699 ( $16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四適用於周一至周四 ))
平日 $1799 ( 適用於周日 )
星期五 $2199
星期六 $2699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任何稅項 *

澳門銀河-悅榕庄冬日優惠套票聞名於世的悅榕莊將其「心靜軒」哲學帶到「澳
門銀河�」綜合渡假城。悅榕莊取名於榕樹，因其素
以堅毅及優雅著稱。歷來世人常將榕樹蔭下當做尋求
心靈平靜與內在的處所，而這正是悅榕集團取其茁壯
成長之道，成為亞洲區內頂尖級酒店。
澳門悅榕莊是澳門首個獨特的渡假設施，擁有250間
套房和渡假別墅。澳門悅榕莊是世界上第一個市區高
層渡假酒店，所有豪華套房均配備室內私人泳池，更
是唯一擁有獨立花園和私人泳池的標準渡假別墅區。
挑高的天花板、華麗的傢俱、豪華的設備加上以吉祥
的赤紅色為主的色調，每一間豪華套房和別墅都是東
方建築和設計的典範。
所有賓客將享受最高級的服務，包括液晶電視、音響
設備、迷你保險箱、迷你酒吧、高級浴袍和夜床服
務。入住別墅的賓客還可以享受由專職別墅招待提供
的悅榕莊著名的亞洲式酒店服務。

南洋 043-504-1020-2369  
匯豐 127-832749-838

【 特別假期價目 】以下日子價格,可致電查詢!
10月份 01-07 查詢 / 09 $2199 / 10 $1699 / 17-21NOV 查詢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入住悅榕庄酒店(路氹泉悅大床套房)一晚
( 提升路氹泉悅雙床套房 每位加$250 )

-包酒店自助早餐 2 份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全新百老匯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2 份
-尊享天浪淘園內休閒設備，包括全球最大的空中
衝浪池及全球最長空中激流

公司網址: www.hotel002.com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無限享受住宿優惠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無限享受住宿優惠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無限享受住宿優惠

牌照號碼:352610

查詢專線

2311 8948
地址: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長利商業大廈1201室

$1699$1699起起((每位每位) ) 

包:金光來回船票+酒店住宿+酒店早餐及百老匯大街美食

* 預訂日期由即日至30-DEC-16-下午18:00完 *
有效期即日至31-DEC-16價目
*套票必須最少 5 天前預訂* 價目以下套票為每位價格

入住日期由:即日至31-DEC-16 價目
平日 $1699 ( 適用於周一至周三 )
平日 $1799 ( 適用於周四 )
平日 $1899 ( 適用於周日 )
星期五 $2199
星期六 請查詢

* 上述價格只供參考 , 已交易時作準 , 套票必須2人同行及未包括任何稅項 *

澳門澳門麗思卡爾頓麗思卡爾頓酒店酒店22天天11晚套票晚套票
包: 香港至澳門來回金光飛航船票
包: 入住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尊貴大床套房
包: 麗思卡爾頓酒店自助早餐 2 份
包: 尊享個性化房內入住及退房服務尊享天浪淘
園內休閒設備，包括全球最大的空中衝浪池及
全球最長空中激流
包: 酒店至碼頭來回接送
包: 全新百老匯美食大街指定套餐
*額外新增優惠: 可已優惠價$60購買百老匯奇幻門票B區*

表演時間及門市價格如下 :
開演日期：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1月8日 /  地點：百老匯舞台
B區門票：$120 (不設劃位)),額外加訂門票半價$60
星期一至日：演出時間為下午4時( 逢星期二休場) 

南洋 043 504 1020 2369  匯豐 127 832749 838

【特別假期價目】假期優惠請查詢
09-10OCT / 17-20NOV / 24-27DEC / 31DEC

首次領入國際知名酒店集團萬豪國際集團到澳首次領入國際知名酒店集團萬豪國際集團到澳
門門 ，帶來全球首間及唯一一間全套房的澳門麗，帶來全球首間及唯一一間全套房的澳門麗

思卡爾頓酒店。酒店設有思卡爾頓酒店。酒店設有254254 間豪華套房，可直間豪華套房，可直
達麗思會所。達麗思會所。

33天預訂優惠，節省更多天預訂優惠，節省更多

Email: newstar.2006@hotmail.com

公司網址: www.hotel002.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