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心美食 360參與酒店之餐廳

開心美食 360參與商場之餐廳開心美食 360參與商場之餐廳

優惠內容：	
酥皮野菌忌廉湯 (4 客 )

以下任選其中 2 項 :
- 原隻吉品鮑魚烤雞熱石鍋牛肝菌飯
- 吉列豚肉扒芝士鐵鍋蛋包番茄飯
- 慢烤檸檬春雞 ( 半隻 ) 伴脆炸薯條

以下任選其中 2 項 :
- 巴馬臣芝士肉醬意大利粉
- 巴馬臣芝士卡邦拿意大利粉
- 豚肉熱石鍋牛肝野菌飯
- 芝士焗肉醬味噌茄子熱石鍋飯

以下任選一款窩夫
- 比利時窩夫配冰淇淋
 ( 可選 : 士多啤梨 / 香蕉脆皮朱古力 / 芒果 /  
 綠茶紅豆 )

 配熱即磨咖啡 / 熱香滑奶茶 / 熱英式有機草 
 本茶 (4 杯 )

優惠內容： 
花雕醉雞
百葉結紅燒肉
腿茸津白
336 炒飯
芹香牛肉水餃
排骨擔擔麵

優惠內容：
松露上素餃
螞蟻上樹餃
脆皮蝦春卷
韓式泡菜 BB 豬
迷你雞批
酥皮蛋撻仔
紫薯糯米糍
杯仔杏仁露

優惠內容：
是日餐湯 (3 客 )
水牛芝士紅菜頭水蜜桃沙律 (3 客 )

以下任選 3 款 : 

A. 蕃茄腸仔煙肉磨菇意粉
B. 黑松露蜆肉意粉
C. 溫泉蛋卡邦尼意粉
D. 煙三文魚牛油果 Pizza
E. 菠蘿辣肉腸 Pizza
F. 照燒雞扒三文治飯糰
G. 芒果牛油果炸雞米子卷
H. 炸物拼盤
     ( 雞中亦、春卷、麥樂雞、魷魚、薯條 )

配飲品 - 咖啡或茶或可樂或橙汁 (3 杯 )

優惠內容：
日本 A5 和牛肉鍋
A5 和牛 100 克
伴野菜豆腐鍋
稻庭烏冬
時令生果

優惠內容：
韓式前菜
韓式部隊涮涮鍋
韓國泡菜水冷麵
泡菜紫菜壽司卷
是日甜品及飲品

優惠內容：
三文魚卷
芝士餃子雞翼
暖帶子伴柚子汁
咖啡奶凍
紐約芝士蛋糕
蘋果撻
藍莓丹麥酥
綠茶糯米糍

A Bottle of House Sparkling Wine OR 
A Jug of Hooray Fruit Punch

優惠內容：
意大利汽酒一杯
One glass of Prosecco

意式自助頭盤
Italian Appetizer Buffet

是日餐湯
Soup of the Day

自選主菜
Choice of Main Course

甜品拼盤
Dessert Platter

咖啡或茶 及 任飲指定汽酒、紅、白葡萄酒及
啤酒
Tea or Coffee with Free Flow of House 
Sparkling, Red, White Wine or Beer

優惠內容：
3 盒蝴蝶酥 (250g)
3 Tins of Palmiers (250g)

優惠內容：
意大利帕爾馬火配龍蝦沙律青檸汁
Parma Ham and Lobster Salad with Honey 
Lime Sauce
龍蝦濃湯配黑松露
Lobster Bisque with Truffle
煙燻獎油慢煮和牛臉頰
Slow Braised Wagyu Beef Cheek with Mirin 
Soya Sauce
朱古力慕絲配芒果熱情果雪葩
Chocolate Mousse with Mango and Passion 
Fruit Sorbet
即磨咖啡或紅茶
Freshly Brewed Coffee or Tea

優惠內容：
和風午膳套餐
Japanese	Set	Lunch	Menu

先付 Appetizer
三品
(辛口魷魚漬、鮭籽雲丹豆腐、麥粒味噌香蔥）

Taste Tempter Trio
(Marinated Spicy Squid, Braised Bean Curd 
with Sea Urchin and Salmon Roe, Stewed 
Scallion in Bouillon with Oat Miso)

刺身 Sashimi
鮪、帆立貝、鮭
Tuna, Scallop, Salmon

爐端燒 Robatayaki
西京燒鱈魚
Nishikyo Roasted Black Codfish

煮物 Nimono
豚角煮
Braised Pork Belly in Japanese Soy Sauce

味噌湯、御飯
Miso Soup, Rice

日式半自助午餐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主菜 Main Course
巨峰牛肋骨香蔥煮
Braised Beef Short Ribs and Spring Onion 
with Grape Gravy

自助沙律、甜品吧無限量供應
With Unlimited Fresh Salad & Desserts

優惠內容：
- 週末自助午餐
 Weekend Lunch Buffet

- 任飲葡萄汽酒及紅、白餐酒
 Free flow of sparkling wine, red and
 white house wine

優惠內容：
詳情請向餐廳查詢。
Please call for more details.

* 有關詳情及優惠請向參與餐廳查詢。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優惠內容：
下午茶自助餐
Tea Buffet

優惠內容：
先付 Sakitsuke
沙律、季節前菜
Salad, Seasonal Appetizer

刺身 Sashimi
油甘魚、三文魚、左口魚、甜蝦
Yellow Tail, Salmon, Flounder, Sweet 
Shrimp

天扶良 Tempura
海蝦、沙追魚、南瓜、番薯、青椒仔
Shrimp, Whiting Fish, Pumpkin, Sweet 
Potato, Baby Pepper

鐵扳燒 Teppanyaki
美國牛厚燒
U.S. Beef Steak

食事 Shokuji
雜菜炒飯 或 稻庭烏冬 ( 冷或熱 )
Teppanyaki Vegetable Fried Rice OR 
Inaniwa Udon (cold or hot)

甘味 Amaiaji
時令水果 
Seasonal Fruits

優惠內容：
前菜拼盤 Appetizers Combination
香脆西貢春卷
Crispy-fried Saigon Spring Roll
越式牙車快沙律
Vietnamese Cabbage & Chicken Salad
燒豬柳米紙卷
Rice Paper Rolls with Roasted Pork Fillet

主菜 Main Dishes
五味燒法國春雞
Classic French Roasted Spring Chicken with 
Vietnamese Herbs
黑椒牛油焗龍脷柳
Baked Dover Sole Fillet with Black Pepper 
and Butter Sauce

粉麵 Noodles
越南生熟牛肉、牛筋湯金邊粉
Vietnamese Beef Noodles in Soup

或 OR

海鮮番茄湯米線
Seafood with Rice Noodles in Tomato Soup

甜品 Dessert
甜品拼盤
Dessert Platter 

優惠內容：
水晶羊肉及龍井煙燻蛋
Mutton Terrine & Tea Leaf Smoked Duck 
Egg

雲彩文思豆腐羮
( 香港旅發局金獎名菜 )
Bean Curd Soup with Shredded Fungus and 
Air Dried Duck Brisket
(Hong Kong Tourism Board's "2011 Best of 
the Culinary Awards" - Gold with Distinction 
Award)

頂上鳳皇
(2015 年美食之最大賞 : 雞煲組別 - 銀獎 )
Sautéed Chicken with Matsutake and Mince 
Chicken Dumplings
(2015 Best of the Best Culinary Awards: 
Chicken Pot Category - Silver Award)

上湯時蔬
Vegetables in Stock

雞肉小籠包
Steamed Chicken Dumplings

滋潤糖水
Sweetened Soup of the Day

優惠內容：
澄海鹵水鵝
梅子明爐烏魚
潮州蠔餅
沙茶嫩牛肉芥蘭
方魚肉碎蠔仔粥

優惠內容：
江南三拉冷盤
宮爆大明蝦球
宋嫂鮮魚羮
蓮香一字骨
百頁小棠菜
青菜燴麵

優惠內容：
即開生蠔
Freshly opened oyster

冰鎮海鮮
Seafood on ice

刺身
Sashimi

頭盤及沙律
Appetizer and salad

餐湯
Soup

烤肉
Craving Station

甜品
Dessert

哈根達斯雪糕
Haagen-Dazs ice cream

任飲指定汽酒、紅、白葡萄酒及啤酒
Free Flow of House Sparkling, Red, White 
Wine or Beer

優惠內容：
生拆蟹皇翅
清蒸海石斑或油監焗龍蝦
潤燒 BB 鴿
白玉藏珍
瓦罉蒸飯
時令生果

優惠內容：
雙脆胡麻醬野菜沙律
海鹽爆腩
南非鮮鮑柳松露醬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將軍澳東港城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適用於全日享用。
·此優惠不包括茶芥。
·每檯每次只限享用此優惠一次，恕不接受分拆賬單。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此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及不設找贖。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 ICC Sky Dining 101 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只適用於 11:30am 至 4:30pm 期間享用。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 Mikiki 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只適用於 12nn  – 9pm 享用。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此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及不設找贖。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將軍澳 Pop Food 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只適用於 12nn - 4pm 期間享用。
·每檯每次只限享用此優惠一次，恕不接受分拆賬單。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此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及不設找贖。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酒精飲品只適用於 18 歲以上人士。
 Will only serve alcoholic beverage to guests aged  
 18 or above.
．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Offer m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保留最終 
 決定權。
 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s.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請最少提前 24 小時預約 .

 Please book at least 24 hours in advance.

條款及細則：
·須預先致電訂座。
 Advance reservations is required.

·設加一服務費。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酒精飲品只適用於 18 歲或以上人士。
 Alcoholic beverage is entitled to guests
 aged 18 or above only.

·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Offer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如有任何爭議，帝景酒店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Royal View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any disputes.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將軍澳 Pop Food 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只適用於 11am - 4pm 期間享用。
·每檯每次只限享用此優惠一次，恕不接受分拆賬單。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此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及茶位費。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及不設找贖。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and by reservation only.
．酒精飲品只適用於 18 歲以上人士。
 Will only serve alcoholic beverage to guests aged  
 18 or above.
．優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Offer may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保留最終 
 決定權。
 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s.

條款及細則：
．視乎供應情況及須電話預約。 

條款及細則：
·此優惠有效日期由 2016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
·此優惠適用於星期一至日。
·此優惠售完即止。
·此優惠只限二人使用。第三位或之後陪同的客人， 
 每位須另加一服務費及茶芥。
·此優惠全日適用，只限堂食散座，不適用於宴會及 
 貴賓房。每檯每次只限使用優惠一次，此優惠並不 
 適用於分柝餐檯及 / 或分拆賬單。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零售產品及外賣。
·此優惠只適用於鴻星將軍澳店分店堂食享用及只適 
 用於以上菜式 ( 已包括加一服務費及 2 位茶芥 ) 。
·顧客如須要求添加非以上指定菜式之食品或飲品， 
 需自行繳付額外費用及相關之加一服務費 ( 如有 ) 。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作現金找贖。
·此優惠不可與套餐、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一切條文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
 鴻星集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條款及細則：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此優惠只適用於卓爾廣場分店。
·此優惠只適用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期間 
 之星期日。
·此優惠只適用於 6pm 前享用。
·每檯每次只限享用此優惠一次，恕不接受分拆賬單。
·此優惠只適用於堂食。
·此優惠不包括加一服務費。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及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產品及不設找贖。
·本公司保留更改及取消優惠及其使用細則 ( 或任何 
 部分 ) 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餐廳： Café 360
查詢電話： (852) 2342 7738 
地址： 卓爾廣場 2 樓 201 號舖
優惠： 比利時窩夫開心 360 套餐
價錢： $360 / 4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1am - 6pm 

餐廳： 上海婆婆 336
查詢電話： (852) 2752 8866 
地址： 東港城 1 樓 181 號舖 
優惠： $360 優惠四人套餐
價錢： $360 / 4 位
  ( 另加一服務費及不包括茶芥 )
供應時間： 全日

餐廳： The Sky Boss
查詢電話： (852) 3955 1755 
地址： 環球貿易廣場 (ICC)101 樓 B2 舖 
優惠： 2 位用點心套餐
價錢： $360 / 2 位用 ( 已包加一及 2 位茶芥 )
供應時間： 11:30am - 4:30pm 
                      ( 每個推廣日限量 20 個套餐 )

餐廳： Panash Bakery & Café
查詢電話： (852) 2811 0281 
地址： Mikiki G11 號舖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價錢： $360 / 3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2nn - 9pm

餐廳： 稻 INA by Inagiku
查詢電話： (852) 2623 2300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3 號
                      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 2 樓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價錢： $360 / 1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1:30am - 3pm

餐廳： Grill n More
查詢電話： (852) 2149 0368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3 號 
                      PopFood (PopCorn 2 樓 ) 4 號舖 
優惠： 韓式四人前套餐
價錢： $360 / 4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2nn - 4pm
                      ( 每個推廣日限量 10 個套餐 )

餐廳： Hooray Bar & Restaurant
查詢電話： (852) 2895 0885 
地址： wtc more 世貿中心 5 樓
  P502 號舖 
優惠： High Tea Menu 360 下午茶
價錢： $360 / 2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詳情請向商戶查詢

餐廳： 星幕 Cielo
查詢電話： (852) 3983 0688 
地址： 香港將軍澳唐德街 3 號香港九龍東皇冠 
  假日酒店 47 樓
  47/F, 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3 Tong Tak Street,  
  Tseung Kwan O, Hong Kong 
優惠： 半自助午餐
  Semi Lunch Buffet
價錢： $360 / 1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Person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1am - 2:30pm

餐廳： 帝苑餅店 Fine Foods
查詢電話： (852) 2733 2045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69 號
  帝苑酒店大堂 
  Lobby, Royal Garden Hotel,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3 盒蝴蝶酥 (250g)
  3 Tins of Palmiers (250g)
價錢： $360 / 3 盒 ( 原價 : $168 / 1 盒 )
  HK$360 / 3 Tins
  (Original Price: $168 / Tin)
供應時間： 11am - 9pm

餐廳： City Art Restaurant
查詢電話： (852) 2694 3968 
地址： 香港 沙田 白鶴汀街八號 2 樓
  Level 2, 8 Pak Hok Ting Street, Shatin,
  Hong Kong 
優惠： 360 套餐
  360 Menu
價錢： $360 / 1 位
  $360 / Person
供應時間： 12nn - 2:30pm

餐廳： 獅子樓 Lion Rock
查詢電話： (852) 2622 6167 
地址： 香港九龍太子道西 193 號帝京酒店 3 樓
  L3, Royal Plaza Hotel, 193 Prince  
  Edward Road We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和風午膳套餐 或
  Japanese Set Lunch Menu OR
  日式半自助午餐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價錢： $360 / 1 位 ( 已包加一 )
  $360 / Person 
  (Inclusive of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1am - 2:30pm

餐廳： 帝景軒 Café Lido
查詢電話： (852) 3716 2898 
地址： 香港荃灣汀九青山公路 353 號 2 樓
  Level 2, 353 Castle Peak Road,
  Ting Kau, Tsuen Wan,
  Hong Kong 
優惠： 週末自助午餐
  Weekend Lunch Buffet
價錢： $360 / 1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Person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2nn - 2:15pm

餐廳： WOOBAR
查詢電話： (852) 3717 2889 
地址：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 1 號香港 W 酒店 6 樓
  6/F, W Hong Kong, 1 Austin Road 
  West, Tsim Sha Tsui
優惠： Tea buffet including a glass of
  fresh juice
價錢： $360 / 1 位
  $360 / Person
供應時間： 2pm-4pm or 4:30pm-6:30pm

餐廳： 雅苑座 The Greenery
查詢電話： (852) 2733 2030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69 號
  帝苑酒店 3 樓
  3/F, Royal Garden Hotel,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下午茶自助餐 Tea Buffet
價錢： $360 / 2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2 Persons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3:30pm - 5:30pm 

餐廳： 稻菊日本餐廳 Inagiku
查詢電話： (852) 2733 2933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69 號帝苑
  酒店 1 樓
  1/F, Royal Garden Hotel,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SHK Summer & Happy SHKopping 
  Lunch Menu  
價錢： $360 / 1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Person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2nn  - 3pm 

餐廳： Le Soleil
查詢電話： (852) 2733 2033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麽地道 69 號
  帝苑酒店 3 樓
  3/F, The Royal Garden, 69 Mody Road,
  Tsim Sha 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SHK Summer & Happy
  SHKopping Lunch Menu
價錢： $360 / 2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2 Persons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2nn - 3pm

餐廳： 東來順 Dong Lai Shun
查詢電話： (852) 2733 2020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 69 號帝苑酒店
  地庫 2 層
  Basement 2, Royal Garden Hotel, 69 
  Mody Road, Tsimshatsui East,
  Kowloon, Hong Kong 
優惠： 東來順星期日午餐菜譜
  Dong Lai Shun Sunday Lunch Menu
價錢： $360 / 2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2 Persons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1am - 3pm

餐廳： 紅樓
查詢電話： (852) 2149 0288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3 號 
                      PopFood (PopCorn 2 樓 ) 3 號舖 
優惠： 潮式四人套餐
價錢： $360 / 4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1am - 4pm

餐廳： 上海綠楊邨酒家
查詢電話： (852) 2881 6669 
地址： wtc more 世貿中心 11 樓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價錢： $360 / 2 位
  ( 已包 2 位茶芥 )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1:30am - 3pm

餐廳： 晉薈 JIN
查詢電話： (852) 2623 2333 
地址： 將軍澳唐德街 3 號 
                     香港九龍東智選假日酒店 2 樓 
優惠： 開心 360 優惠午餐
價錢： $360 / 1 位 (2 位起 )( 另加一服務費 )
供應時間： 11:30am - 3pm

餐廳： 鴻星海鮮酒家
查詢電話： (852) 2511 7818 
地址： 將軍澳中心 123 號舖 
優惠： 二人餐
價錢： $360 / 2 位 ( 已包加一及 2 位茶芥 )
供應時間： 全日

條款及細則：
·優惠有效期由 2016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 
 ( 此套餐只適用於星期日 )。
    Offer is valid from July 3 to July 31, 2016
 (This Set Lunch is valid for Sunday only).
·以上價目已包括加一服務費。
 Prices are inclusive of 10% service charge.

·敬請訂座，並於入座前出示說明享用和風
 午膳套餐。
 Advance reservation is required. Please   
 notify the restaurant staff will enjoy for   
 Japanese Set Lunch.

·此套餐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同時使用。
 Japanese Set Lunch Menu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offers and   

 privileges.

·套餐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Menu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如有任何爭議，帝京酒店保留一切最終
  決定權。
 Royal Plaza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優惠有效期由 2016 年 7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   
 ( 此日式半自助午餐只適用於星期日 )。
 Offer is valid from July 3 to July 31, 2016   
 (This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is valid   
 for Sunday only).

·以上價目已包括加一服務費。
 Prices are inclusive of 10% service charge.

·敬請訂座，並於入座前出示說明享用日式  
 半自助午餐。
 Advance reservation is required. Please   
 notify the restaurant staff will enjoy for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此日式半自助午餐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
 同時使用。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offers and privileges.

·日式半自助午餐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Japanese Semi-Lunch Buffet Menu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如有任何爭議，帝京酒店保留一切最終
 決定權。  
 Royal Plaza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of final 
 decision in case of any dispute.

Chelsea Heights 卓爾廣場

East Point City 東港城

ICC Sky Dining 101

Mikiki

Pop Deli

Pop Food

wtc more 世貿中心

Park Central 將軍澳中心

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Royal Garden 帝苑酒店

Royal Park Hotel 帝都酒店 

Royal Plaza Hotel 帝京酒店

W Hong Kong 香港 W 酒店

Royal View Hotel 帝景酒店

餐廳： 尚廚 The Chef's Table
查詢電話： (852) 3983 0688 
地址： 香港將軍澳唐德街 3 號香港九龍東皇冠 
  假日酒店 1 樓
  1/F, Crowne Plaza Hong Kong Kowloon  
  East, 3  Tong Tak Street, Tseung Kwan  
  O, Hong Kong
優惠： 自助午餐
  Lunch Buffet
價錢： $360 / 1 位 ( 另加一服務費 )
  $360 / Person
  (Subject to 10% service charge)
供應時間： 12nn - 2: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