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謝師宴套餐
星期一至四

每位港幣 568 元

星期五至日

每位港幣 628 元

套餐優惠包括：


享用優雅時尚的宴會場地



主廚招牌自助餐菜譜



每位乙杯鮮橙汁或汽水



免費提供中國香茗



每席奉送「花悅」(Blooms ‘N’ Blossoms) 鮮花擺設



提供多款餐枱及椅子布藝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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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代客泊車車位 3 個（於 B3 樓層，每個 5 小時）



專業服務團隊為賓客安排宴會每項細節



預訂指定日期，可享最低消費額折扣優惠

凡預訂 100 位或以上，可享有以下額外優惠：


奉送中文或英文學校名稱佈景板佈置



免費代客泊車車位 6 個（於 B3 樓層，每個 5 小時）

每位另加港幣 98 元，可享有以下額外優惠：


席間 2 小時無限量供應鮮橙汁及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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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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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uation Package International Buffet Menu
2021 謝 師 宴 自 助 餐 菜 譜
Cold selection
冷盤
Cantonese barbecued specialty
廣東燒味特選
Assorted Japanese nigiri and maki sushi
各色手握壽司、卷物
Beef salad, Thai style
泰式牛肉沙律
Asian quinoa slaw (V)
亞洲藜麥沙律
Roasted pumpkin and capsicum salad, harissa dressing (VE) (GF)
烤南瓜甜椒沙律、哈里薩辣醬
Mixed seasonal leaves, balsamic, Thousand Island, Caesar or French dressing
時令蔬菜沙律、意大利黑醋汁、千島汁、凱撒汁、法式沙律汁
Hot selection
熱 盤
Grilled chicken breast, chorizo, paprika
扒雞胸配紅辣椒粉西班牙腸
Oven-baked garlic herb salmon, tomato, black olive salsa (GF)
香草蒜片焗三文魚、番茄黑橄欖沙沙醬
Herb mashed potato
香草薯蓉
Wok fried shrimps, wild mushroom
野菌炒蝦仁
Peppery hot bean curd and pork, soy bean paste
甜麵豉醬炒豆腐乾肉片
Wok-fried seasonal vegetables
清炒合時蔬菜
Steamed rice
絲苗白飯
Indian
印度式
Gobi Mutter Masala (sautéed cauliflower and green peas) (VE)
印度式炒椰菜花及咖喱青豆粒
Soup
湯類
Cream of pumpkin soup
忌廉南瓜湯
(V) - Vegetarian 素 食 ‧ (VE) - Vegan 純 素 ‧ (GF) - Gluten Free 無 麩 質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TSIM SHA TSUI

18 Hanoi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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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Graduation Package International Buffet Menu
2021 謝 師 宴 自 助 餐 菜 譜
Carving Station
精選切肉菜式
Roasted Australian sirloin of beef, red wine sauce, black pepper sauce
燒澳洲西冷、紅酒汁、黑椒汁
Desserts
甜品
New York cheesecake, strawberry
紐約芝士蛋糕、草莓
Green tea red bean Swiss roll
綠茶紅豆蛋糕卷
Grand chocolate cake
黑白朱古力軟心蛋糕
Bread and butter pudding
英式麵包布甸
Ice cream station, condiments
精選雪糕連配料
Seasonal fruit platter
合時鮮果盤
Coffee or tea
咖啡或茶

HK$568 (Monday to Thursday) / HK$628 per person (Friday to Sunday)
Inclusive of one glass of fresh orange juice or soft drink per person
每 位 港 幣 568 元 (星 期 一 至 四) / 港 幣 628 元 (星 期 五 至 日)

包括每位乙杯鮮橙汁或汽水
(A minimum of 50 persons is required)
(最 低 人 數 為 50 人)

Price is subject to a 10% service charge per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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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to 31 August 2021.
以上價目須另加一服務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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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V) - Vegetarian 素 食 ‧ (VE) - Vegan 純 素 ‧ (GF) - Gluten Free 無 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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