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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布 

  

港威酒店 Three on Canton 呈献丰富海鲜节日自助餐 

12 月 11 日前预订可享 85 折早鸟优惠 

     

Three on Canton 提供一系列节庆美食，让宾客以丰盛美馔乐迎佳节。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22 年 11月 18 日 — 普天同庆的圣诞节快将来临， Three on Canton

于 12 月推出丰富滋味的环球节日自助餐，以时令食材炮制各国佳肴及节日美点，为圣诞

节增添欢乐气氛。凡于 2022 年 12 月 11 日或之前订购 12 月 24 及 25 日的自助餐并预先缴

付半费，可享 85 折早鸟优惠。 

 

由 12 月 1 日起，Three on Canton 推出一系列环球美馔及传统节庆美食，让宾客和挚亲好

友欢聚品尝。大厨精心炮制多款缤纷前菜及沙律，包括火腿芝士墨西哥卷、红莓果仁鸭肝

慕丝、烟三文鱼配蜜糖芥末酱、黑松露烤香梨水牛芝士沙律 和橙香青口带子沙律 等。另

外，大厨亦特意于 12 月 24 及 25 日匠心制作圣诞芝士波，以特色小食展开美食飨宴。 

 

節慶自助餐除了供應時令新鮮的即开生蚝 外，自助餐桌上更有琳琅满目的冰镇海鲜，包

括波士顿龙虾、松叶蟹脚、青口、面包蟹、翡翠螺、大虾 等。油甘鱼、三文鱼、吞拿鱼、

红虾 及北寄贝 等新鲜刺身亦会无限量供应，于平安夜、圣诞节及除夕的自助晚餐时段更

加设 北海道带子刺身，让宾客沉醉于海洋鲜甜的滋味。 

 

节庆佳肴除了传统圣诞火鸡 外，自助午餐时段特别推出香口浓郁的法式牛油香柠汁扒带

子；自助晚餐则呈献烤牛肋排、蒜香烤羊架 及香煎鹅肝，为宾客带来精彩美馔。于平安

夜、圣诞节及除夕的自助晚餐时段，大厨更精心炮制上汤焗龙虾、烤澳洲和牛 及蒜蓉粉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海港城广东道13号   +852 2113 0888      

marcopolohotels.cn  |   marcopolohotels.com 

 
 

丝蒸扇贝 予宾客品尝。特别推荐即席烹煮的 意大利巴马臣黑松露意大利粉，幼滑意粉在

浓郁的芝士轮上即席炒香，最后再加入香气扑鼻的黑松露，令人一试难忘。 

 

欢庆节日当然少不了精致缤纷的甜品。糕饼总厨特意炮制多款造型可爱的甜品，包括圣诞

布甸、德国史多伦圣诞面包、树头蛋糕、圣诞树朱古力、圣诞杂锦曲奇、栗子白朱古力慕

丝蛋糕 及姜味芒果布甸 等，为宾客的节日大餐画上完美句号。 

 

为增添节日气氛，Three on Canton 为宾客准备多个圣诞惊喜节目，包括圣诞老人到访、

圣诗献唱及派对礼物等，为宾客缔造一个充满欢笑声的难忘圣诞。 

 

 

                                       即开生蚝                                                                意大利巴马臣黑松露意大利粉 

 

Three on Canton节庆自助餐* 成人 小童 

12 月 24 日 

平安夜 

自助午餐 中午12:00 – 下午2:30 $628 $4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3:15 – 5:15 $398 $288 

自助晚餐  
首轮：晚上6:00 – 8:00 

$988 $688 
次轮：晚上8:30 – 11:00 

12 月 25 日 

圣诞节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628 $4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98 $288 

自助晚餐  
首轮：晚上 6:00 – 8:00 

$988 $688 
次轮：晚上8:30 – 11:00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marco_polo/hotels/hongkong/kowloon/gateway/offers/extravagant_gourmet_d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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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 

节礼日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628 $4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98 $288 

自助晚餐 晚上6:30 – 10:00 $798 $588 

12 月 27 日 

假日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628 $4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98 $28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798 $588 

12 月 31 日 

除夕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98 $32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28 $19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888 $588 

2023 年 1 月 1 日 

元旦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98 $32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28 $19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798 $588 

圣诞老人到访 派对礼物  圣诗献唱 

 
Three on Canton   

地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尖沙咀海港城港威酒店 3 楼  

订座电话: +852 2113 7828 / WhatsApp: +852 5217 6428 

* 自助餐款式每日不同，轮流供应  

* 价目以每位计算及另设加一服务费 

*    完     * 

 

关于港威酒店 

EXPLORE DISCOVER EXPERIENCE (用心探索 无限发现 非凡体验) 

散发着型格艺术气息的港威酒店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名店林立的广东道及海防道交界，除了连接全

港最大规模的购物及商业中心－海港城，提供令人难忘的购物体验。距离主要交通枢纽包括巴士总

站、天星码头及港铁站(尖沙咀站 A 出口)亦只是数步之遥，缔造舒适又别致的住宿享受。 

 

港威酒店是一间俱备生活品味及型格的商务酒店，400 间客房均揉合着雅致和时尚于一身，为宾客

提供舒适悠闲的住宿体验及贴心的设备，每间客房均配备免费 Wi-Fi 无线上网服务及 Nespresso 咖啡

机。宾客可免费享用房间内的迷你酒吧服务，酒店会每天补充一次，为宾客省却张罗繁琐的时间，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hotels/hong_kong_sar/kowloon/gateway/restaurants_and_bars/three_on_cant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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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享受生活。贵宾楼层的宾客更可享受各式尊贵服务，包括每天免费供应的早餐、午后小吃和黄

昏鸡尾酒及管家服务。 

 

位于港威酒店 3 楼全层的 Three on Canton 是一家集高级时尚餐厅、型格酒吧及酒廊、私人宴会厅于

一身的概念餐厅，是美酒佳肴融会时尚生活的多元结晶。宾客更可置身于充满时代感及宁静的露天

雅座－Be on Canton，享受仿如渡假般的写意时光，漫味繁华都市的悠闲一面。 

 

港威酒店乃九龙仓酒店旗下酒店，为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机构。九龙仓集团扎根香港，

是一间显赫的香港上巿公司，核心投资项目包括地产投资、通讯及货柜码头运作。九龙仓酒店于香

港另设马哥孛罗香港酒店及太子酒店，集团同时于中国、菲律宾发展及管理酒店业务。港威酒店是

全球酒店联盟（GHA）的成员；全球酒店联盟（GHA）是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独立酒店品牌联盟组

织，旗下品牌逾 35 个，覆盖位处 85 个国家的 500 多家高档豪华酒店。有关港威酒店的详情，请浏

览 marcopolohotels.com 

 

关于「探索之旅」忠诚计划 

极致的旅游体验比舒适的住宿更为难忘。 「探索之旅」(DISCOVERY) 是一项屡获殊荣的全球忠诚计

划，为 2 千 1 百万会员提供于 100 个地区的 800 多家酒店、度假村及宫殿的认可和优惠计划。尊贵

会员可以透过「地道旅游体验」沉浸于当地文化，这些独特的活动捕捉每个目的地的真实品味。如

欲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discoveryloyalty.com 

 
* * * 

更多媒体查询及采访机会，请联系： 

 

何卓韵 (Denise Ho) 

传讯总监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 港威酒店 | 太子酒店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九龙尖沙咀海港城广东道3号 

 +852 2118 7281 
denise.ho@marcopolohotels.com  

 

杜咏晞 (Gracia To)  

传讯主任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 港威酒店 | 太子酒店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九龙尖沙咀海港城广东道 3 号 

 +852 2118 7280 
gracia.to@marcopolo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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