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尖沙咀海港城廣東道 3 號     +852 2113 0088      

marcopolohotels.cn  |   marcopolohotels.com 

 

 

 
 
 

即时发布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呈献「欢聚圣诞」 

以意式盛宴与节日自助餐庆祝佳节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以美馔佳肴为宾客及亲友送上温馨难忘的节日欢聚时光。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022 年 11 月 18 日－今年圣诞，马哥孛罗香港酒店诚邀宾客在意大利

餐厅 Cucina、马哥孛罗咖啡厅及大堂酒廊分别享用圣诞意国飨宴、节日自助餐及精选四道菜晚

宴，让宾客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与挚爱亲友温馨欢聚，留下难忘的马哥孛罗圣诞时刻。部分节

日盛宴更设早鸟优惠，宾客可享 85 折预订圣诞大餐，让假期佳节更添欢乐。 

Cucina：意国飨宴 

连续获得福布斯旅游指南四星餐厅殊荣的

Cucina 坐拥维港璀璨景致，让宾客在醉人美景

的陪伴下品尝意式精致佳肴，缔造浪漫圣诞回

忆。意籍总厨 Andrea Delzanno 于平安夜及圣诞

夜推出圣诞意式盛宴，以龙虾沙律、奥思迦鱼

子酱、芹菜根及甘笋蓉 作前菜，紧接烟熏牛肉

清汤配蘑菇意大利云吞及香芹，为节日盛宴打

响头炮。主菜方面，Andrea 为宾客呈献炖鸭肉意大利宽面、鸭肝汁及黑松露 及比目鱼柳伴龙

虾汁、蛤蜊、青瓜及番茄酱，再配上精心配搭的烤牛柳伴紫薯蓉、菠菜粉、樱桃汁，为味蕾带

https://www.cucinahk.com/public/dine/files/Cucina_FestiveMenu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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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极致享受。最后，主厨为宾客送上充满节日气氛的迷你圣诞朱古力球，以金黄华丽的朱古力

外壳包裹着红莓雪糕及幼滑慕丝，为圣诞夜画上甜蜜句号。每位宾客可获赠迎宾香槟乙杯，另

加港币 680 可享美酒配对 5 杯。 

除夕意式盛宴为宾客带来另类奢华享受。晚

宴以红虾鞑靼伴牛油果、茴香、奥思迦鱼子

酱 掀起华丽序幕，再配上焗智利鲈鱼伴海胆 、

墨鱼汁、芥末泡沫 及烤澳洲和牛柳伴阿拉斯

加蟹肉、宝塔菜花蓉及荷兰酱 等精致佳肴。 

Andrea 特别推介龙虾意大利短管面伴樱桃小

番茄及鱼子酱。每条短管面沾满浓郁的龙虾

酱汁，香浓鲜味在口腔绽放，令人一试难忘。

晚宴来到尾声，大厨为宾客送上精致甜品黑朱古力圆顶伴红莓啫喱、榛子脆片，为 2022 最后

一夜完美作结。每位宾客可获赠迎宾香槟乙杯，另加港币 880 可享美酒配对 6 杯。 

 Cucina 的圣诞早午餐提供丰盛意大利特色佳肴，

是亲朋好友午间聚餐的最佳选择。宾客可先尽情

品尝精选意大利冻肉、芝士、海鲜、沙律、特色

意粉 及鸭肝汉堡，再自选多款意式主菜，包括露

笋意大利饭、意大利云吞酿蘑菇、忌廉菠菜及鸭

肝汁 和节日限定的圣诞火鸡 等。主菜过后，宾客

可享用充满节日气氛的姜饼曲奇、朱古力树干蛋

糕 及圣诞面包 等节日甜点，欢度假期。宾客亦可另加每位港币 428 无限量享用巴黎之花香槟 

或汉诺玫瑰香槟，令节日更添满足。 

凡于 2022 年 12 月 11 日或之前订购 12 月 24、25 及 31 日的 Cucina 意国飨宴并预缴半费，可

享 85 折早鸟优惠。 

 

https://www.cucinahk.com/public/dine/files/Cucina_FestiveMenu_2022.pdf
https://www.cucinahk.com/public/dine/files/Cucina_FestiveMenu_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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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ina 节日盛宴* 成人  小童 (3-11 歲) 

12月24日 平安夜 

圣诞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圣诞意国飨宴  晚上 6:00 – 10:30 $1,488 

12月25日圣诞节 

圣诞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圣诞意国飨宴  晚上 6:00 – 10:30 $1,488 

12月26日节礼日 圣诞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12月27日 假日 圣诞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12月31日 除夕夜 

除夕新年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除夕意国飨宴  晚上 6:00 – 10:30 $2,388 

2023年1月1日 元旦 除夕新年早午餐 上午 11:30 – 下午 3:00 $688 $418 

圣诞老人到访    派对礼物 

Cucina  

地址：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海港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6 楼 

订座电话/ WhatsApp： +852 2113 0808 

*所有价目以每位计算及另设加一服务费 

马哥孛罗咖啡厅：丰富节日自助餐 

佳节将至，马哥孛罗咖啡厅为宾客呈献精彩的节日

自助餐，以海鲜及应节美馔为主打，让宾客尽情品

尝丰富国际美食，与亲朋好友共度节日欢乐时光。

自助晚餐供应琳琅满目的冰镇海鲜，包括即开时令

生蚝、波士顿龙虾、小龙虾、长脚蟹、面包蟹、冻

虾、青口、海螺，让宾客大快朵颐。热盘方面，餐

厅每日轮流供应香草烤羊架、海鲜千层面、意大利

烩牛膝、清蒸海斑 及香蒜粉丝蒸扇贝 等海陆中西佳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marco_polo/hotels/hongkong/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offers/a_cheerful_christmas.html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hotels/hong_kong_sar/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restaurants_and_bars/cafe_marco_marco_polo_kowlo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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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任君选择。另外，餐厅总厨悉心预备一系列传统圣诞节庆美食，例如烤原只火鸡、烤牛肋

排、鸭肝冻批 及鸭肝慕丝泡芙，以增添节日气氛。圣诞布甸、圣诞杯子蛋糕、德国史多伦圣诞

面包 及圣诞曲奇 等节日甜点亦会无限量供应，让宾客与亲友尽情享用圣诞大餐，笑声满载。 

 

凡於 2022 年 12 月 11 日或之前訂購 12 月 24 及 25 日的馬哥孛羅咖啡廳自助餐並預繳半費，可

享 85 折早鳥優惠。 

  马哥孛罗咖啡厅节日盛宴*                              成人 長者 小童 

12 月 24 日 平安夜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578 $528 $42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首轮︰晚上 6:00 – 8:00 
$898 $848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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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 $528 $42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首轮︰ 晚上 6:00 – 8:00 
$898 $848 $648 

次轮 晚上 8:30 – 11:00 

12 月 26 日 节礼日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508 $458 $35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688 $638 $438 

12 月 27 日 假日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38 $388 $2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688 $638 $438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marco_polo/hotels/hongkong/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offers/a_cheerful_christm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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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 除夕夜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38 $388 $2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798 $748 $548 

2023 年 1 月 1 日 元旦 

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下午 2:30 $438 $388 $288 

下午茶自助餐 下午 3:15 – 5:15 $348 $298 $248 

自助晚餐 晚上 6:30 – 10:00 $708 $658 $458 

圣诞老人到访    派对礼物 

 马哥孛罗咖啡厅 

地址: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海港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1 楼 

订座电话/ WhatsApp: +852 2113 3912 

* 自助餐款式每日不同，轮流供应  

*所有价目以每位计算及另设加一服务费 

大堂酒廊：节日特色晚宴 

大堂酒廊于平安夜、圣诞节及除夕夜推出满载节日

气氛的四道菜节日晚宴。宾客可先享用节日前菜烤

焗火鸡胸伴青苹果、薯仔沙律配金巴利汁，再配上

香浓的蟹肉姜汁南瓜忌廉汤，细味餐厅总厨为宾客

带来的节日温暖。接着，宾客可从三款精选主菜中

挑选，包括烤牛柳拼鹅肝、煎焗羊架 及牛油龙虾拼

鳕鱼，品尝各国顶级佳肴。晚宴尾声，糕饼总厨为

客人送上精心炮制的节日甜品，包括圣诞布甸、朱

古力栗子圣诞蛋糕、士多啤梨蛋糕、干果批、曲奇

及朱古力，令圣诞夜更甜蜜浪漫。除夕晚宴则呈献士多啤梨橙酒沙巴翁 及香草苹果慕丝 等甜点，

让宾客别有一番惊喜。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hotels/hong_kong_sar/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restaurants_and_bars/cafe_marco_marco_polo_kowlo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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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酒廊节日盛宴*                                            每位 

12月24日 平安夜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28 

4 道菜晚宴   晚上 6:30 – 9:00 $668 

12月25日 圣诞节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568 

4 道菜晚宴   晚上 6:30 – 9:00 $668 

12月26日 节礼日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28 

12 月 27 日 假日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28 

12月31日 除夕夜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18 

4 道菜晚宴  晚上 6:30 – 9:00  $668 

2023 年 1 月 1 日 元旦 半自助午餐 中午 12:00 – 下午 2:30 $418 

圣诞老人到访    派对礼物  圣诗献唱 

大堂酒廊  

地址: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尖沙咀海港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大堂 

订座电话: +852 2113 3919 

*所有价目以每位计算及另设加一服务费 

* 完 * 

 

关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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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获 2022 年福布斯旅游指南推荐殊荣的马哥孛罗香港酒店耸立于名店林立的尖沙咀广东道，并

且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最大型的商场海港城相连。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marco_polo/hotels/hongkong/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offers/a_cheerful_christmas.html
https://www.marcopolohotels.com/ch/hotels/hong_kong_sar/kowloon/marco_polo_hongkong/restaurants_and_bars/lobby_loun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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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共有 665 间客房及套房，部份坐拥世界闻名的维多利亚海港醉人景致。酒店邻近多个著名

旅游景点，如香港艺术馆、香港文化中心及｢1881｣ 等，仅需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此外，酒店

亦毗邻前往中环及湾仔之天星码头及港铁站，交通非常便利。 

香港号称「亚洲美食之都」，而位于香港中心地带的马哥孛罗香港酒店，也有三间各具特色的

餐厅及酒吧，包括 2022 年福布斯旅游指南四星 Cucina 意大利餐厅；全日供应国际美食的马哥孛

罗咖啡厅及优雅舒适的大堂酒廊。酒店设有 14 个会议场地，单一最大可容纳多达 430 人，配合

酒店的专业宴会服务部团队，能为客人安排完美的宴会或会议。酒店设有室外泳池及 24 小时开

放的健身室，供客人舒展筋骨。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乃马哥孛罗酒店集团旗下酒店，为九龙仓集团的全资附属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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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哥孛羅酒店集团于香港另设港威酒店及太子酒店，集团同时于中国及菲律宾发展及管理酒店

业务。马哥孛罗香港酒店是全球酒店联盟（GHA）的成员，全球酒店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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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个，覆盖位处 100 个国家的 800 多家高档豪华酒店。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marcopolohotels.com 

关于《福布斯旅游指南》 

《福布斯旅遊指南》為著名的國際評分機構，以獨立完善的機制為酒店、餐廳及水療中心進行

水準評級。指南每年透過神秘顧客形式並按 900 個嚴格標準到訪不同機構進行服務質素評核，

為旅客提供最客觀可靠的國際奢華旅遊指南。要獲得五星、四星或推薦的殊榮必須通過評選標

準。更多有關《福布斯旅遊指南》的詳情，請瀏覽 ForbesTravelGu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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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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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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enise.ho@marcopolohotels.com
mailto:gracia.to@marcopolo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