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豐盛春茗晚宴預訂優惠
為迎接豐盛的一年到來，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廚藝及宴會團隊攜手合作，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推出春茗
晚宴優惠，以精緻及傳統美味的佳餚讓您與來賓盡情歡聚。
優惠套餐每席由港幣 9,688 元起 (每席 10 至 12 位)：
凡預訂 6 席以上，可獲以下優惠：

享用優雅時尚的宴會場地

主廚招牌菜晚宴菜譜

每位 2 杯鮮橙汁、汽水或特選啤酒

每席可免自攜洋酒開瓶費乙瓶

奉送價值港幣 500 元之餐券作抽獎用途

免費麻雀耍樂最多 2 桌及茗茶供應 (需視乎酒店供應而定)

免費代客泊車車位 2 個 (於 B3 樓層，每個 5 小時)

免費使用內置兼容 HDMI 液晶體投影機、屏幕、DVD 播放機及無線麥克風 2 支

每席奉送「花悅」(Blooms ‘N’ Blossoms) 鮮花擺設

預訂客房優惠

專業服務團隊為賓客安排宴會每項細節
額外優惠：
以優惠價港幣 1,200 元 (每席 10 至 12 位) ，可享席間 3 小時無限量供應鮮橙汁、汽水及特選啤酒
(原價每席為港幣 2,888 元)
凡預訂 15 席以上，可享以下額外優惠：






奉送價值港幣 1,000 元之餐券作抽獎用途
額外奉送咖啡廳 2 位自助午餐禮券乙張
免費麻雀耍樂最多 6 桌及茗茶供應 (需視乎酒店供應而定)
免費代客泊車車位增至 4 個 (於 B3 樓層，每個 5 小時)
免費提供掛簾式背板裝飾，並附設宴會之中文或英文名稱

查詢詳情或預訂，請致電+852 3721 1863 或電郵至 hongkong.tsimshatsui@hyatt.com 與會議宴會部聯絡。

條款及細則
以上價目須另加一服務費。須符合場地食物及飲品之最低消費額。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保留修改有關菜譜價目及各項目之權利而無須另行通知。
優惠有效期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香港九龍尖沙咀河內道 18 號
電話 +852 2311 1234 傳真 +852 3721 1235
hyattregencyhongkongtsimshatsui.com

凱悅(HYATT)的名稱、設計和相關標誌是凱悅酒店集團的商標。©2021 凱悅酒店集團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2021 Prosperous Spring Dinner Menu I

2021 Prosperous Spring Dinner Menu II

Appetizer combination

Suckling pig platter
鴻運當頭 乳豬大拼盤

(Barbecued pork, Jellyfish, Marinated pork knuckle,
Osmanthus fried mushroom, Vegetarian spring roll)

五福臨門
(叉燒、海蜇、麻辣牛腱、桂花冬菇、鮮菌素春卷)

Deep-fried rice paper roll with diced dried oyster, carrot,
water chestnut and celery
金銀滿屋 香酥好市卷
Wok-fried scallop, cuttlefish, honey peas,
Sichuan style
福祿壽全 川味蜜豆花枝炒帶子
Braised crab meat, vegetables, flying fish roe
花開富貴 飛魚子蟹肉扒時蔬
Chicken soup, dried scallop, bamboo pith
竹報平安 竹笙瑤柱雞絲羮
Braised sliced abalone, black mushroom, vegetables
包羅萬有 碧綠花菇鮑片
Steamed garoupa, soy sauce, spring onion
年年有餘 清蒸花尾躉

Crispy fried shrimp mousse ball
黃金滿屋 酥炸百花球
Wok-fried sliced pigeon, vegetables,
X.O. chilli sauce
喜 鵲 迎 春 X. O. 醬 翡 翠 炒 鴿 片
Bird’s nest soup, bamboo pith, minced chicken,
Yunnan ham
竹報平安 雲腿竹笙雞蓉燴燕窩
Steamed garoupa, soy sauce, spring onion
年年有餘 清蒸花尾躉
Crispy fried chicken, garlic
遍地黃金 蒜香脆皮炸子雞
Fried rice, Fujian style
福祿壽全 福建炒絲苗

Crispy fried chicken
金雞報喜 脆皮炸子雞
Fried rice, Yeung Chow style
金玉滿堂 錦繡炒絲苗
Braised e-fu noodles, dried fish
歡樂綿綿 甫魚乾燒伊麵
Sweetened red bean soup, glutinous dumpling
闔家團圓 紅豆沙湯圓

Braised e-fu noodles, mushrooms
歡樂綿綿 鮮菌乾燒伊麵
Sweetened snow fungus soup, red dates,
lotus seeds
甜甜蜜蜜 冰花雪耳紅棗蓮子糖水
Chinese petits fours
美景常在 美點雙輝

Deep-fried sesame ball
笑口常開 香麻笑口棗

HK$9,688 per table of 10 to 12 persons
港 幣 9,688 元 (每 席 10 至 12 位)
Inclusive of two glasses of fresh orange juice, soft drink or house beer per person
包括每位2杯鮮橙汁、汽水或特選啤酒
Please select one menu for your Spring Dinner 請 選 擇 單 一 菜 譜 作 為 你 的 春 茗 晚 宴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per table of 10 to 12 persons and
minimum charges on food and beverage consumption apply to the package.
In the case of unforeseeable market price fluctuations for any of the menu items,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Tsim Sha Tsui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the above menu price and items.
The hotel undertakes to guarantee the menu price and items 30 days prior to your event.
The above package is valid from 1 January to 31 March 2021.
以上價目須另加一服務費(每席 10 至 12 位)及須符合場地食物及飲品之最低消費額。
由於市場價格浮動，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保留修改以上菜譜價目及各項目之權利。
本酒店將於宴會舉行 30 天前確認上述菜譜之價目及各項目。
優惠有效期由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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