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結婚午宴 2019
午間婚宴菜譜一
前菜
海鮮塔配咯嗲汁 (鮮蝦, 海螺及青口)
煙三文魚配檸檬, 水瓜及洋蔥
意大利凍肉拼盤配酸青瓜及酸洋蔥粒
日式魚生剌身 (三文魚及八爪魚)
日式什錦壽司加州卷、鰻魚、熟蝦、三文魚、甜蛋

沙律
水牛芝士櫻桃番茄沙律
田園沙律
紅腰豆及粟米粒
羅曼菜心, 紅菜頭, 紅邊菜
配料及汁醬: 凱撤汁、千島汁、和風柚子醋、煙肉、巴馬臣芝士、麵包粒

湯
野菌忌廉湯配新鮮麵包及牛油

烤肉車
煙燻火腿配蜜糖汁

熱盤
香烤龍脷柳配蜂蜜柑橘
日式照燒雞扒
菠蘿咕嚕肉
白酒煮紐西蘭青口
烤美國豬柳配黃梅燒汁
西蘭花蝦仁
鮑汁炆伊麵
忌廉汁西班牙吞拿魚意粉
印度科爾瑪牛肉伴提子黃飯
錦繡炒飯

甜品
鮮果拼盆
美國芝士蛋糕
栗子蛋糕
香草奶凍
焦糖布丁
芒果拿破崙
蘋果卷配雲尼拿汁
百年好合

每位$498
(包括無限供應汽水及指定啤酒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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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婚宴菜譜 二
前菜
海鮮塔配咯嗲汁 (鮮蝦, 海螺及青口)
風乾火腿伴哈蜜瓜
煙三文魚拼盆
烤意大利青瓜甜椒配香蒜醬
日式魚生剌身 (三文魚及八爪魚)
日式什錦壽司加州卷、鰻魚、熟蝦、三文魚、甜蛋
日式冷麵

沙律
鉛筆露筍火箭菜沙律
泰式海鮮柚子沙律
法式薯仔沙律
番茄及紅洋葱
紅腰豆及粟米粒
紅邊菜, 牛油生菜
青瓜乳酪沙律
凱撒沙律
配料及汁醬: 凱撤汁、千島汁、和風柚子醋、煙肉、巴馬臣芝士、麵包粒

湯
法式龍蝦湯配麵包及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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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車
燒美國肉眼扒配松露紅酒汁
或
美式慢燒西班牙豬仔骨

熱盤
鴻運乳豬燒味拼盆
燒羊架配燒蒜及露絲瑪利
清蒸大海班
印度咖喱雞配白飯
XO 醬炒花姿雞柳
什錦田園蔬菜
百花釀瓜甫
蒜香大蝦意粉
金華海鮮炒飯

甜品
海鹽朱古力撻
竹炭芒果卷
紅豆綠茶卷
日式芝士蛋糕
荔枝蘆薈啫喱
香草法式炖蛋
鮮果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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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卷配雲利拿汁
百年好合

每位$598
(包括無限供應汽水及指定啤酒 2 小時)

凡惠顧 80 人或以上，即可免費享有以下優惠：






















結婚喜帖(每席 8 張，不包括印刷)
每席花卉擺設及全場椅套佈置
免費提供英文字禮堂牌匾佈置
結婚模型蛋糕供拍照使用
祝酒汽酒壹枝
3 磅心型鮮果忌廉蛋糕
免費提供宴會前雜果賓治(1 小時)
免費泊車券 6 小時
音響設備、影碟機及電腦投影機
婚宴消費滿十萬元富豪國際酒店集團送出富豪餐飲會籍 Regal VIP Card 之 1 年會
籍，讓您盡享非凡餐飲優惠
婚宴惠顧最低消費滿 HK$80,000 元正或以上，富豪香港酒店送出價值 HK$1,000 元
之風情畫餐廳晚餐現金券 (不適用於節日及指定之特別日子)
「葆露絲」- 功能內衣（乙件）7 折; 免費享用「一對一塑身教室」（一般零售
價：HK$500 元）
「繽紛」- 於 Fleurir 選購鮮花婚禮花藝滿 HK$1000，享 9 折優惠; 滿 HK$1500，享 8
折優惠; 於繽紛花藝廣場購物滿 HK$200 元或以上，8 折優惠
「百老滙」港幣$100 購物優惠券(憑券到百老滙香港各分店購買單一件指定家庭影
音產品或家庭電器滿 HK$2,000 元或以上，可作 HK$100 使用)
「Emack & Bolio's HK」- 現金禮券 - 訂購 50 張或以上可享 9 折優惠 (每張面值
HK$50); 單球雪糕券 - 訂購 50 張或以上可享 9 折優惠 (每張面值 HK$43)
「壹誓證婚」- 於任何參與的富豪酒店惠顧壹誓證婚服務(「自主婚禮套餐」或「特
選壹誓婚禮套餐」或「壹誓婚禮套餐」)可享低至 8 折優惠
「奇華餅家」- 訂購中式嫁喜禮餅及禮餅券尊享 8 折優惠
「羅勤芳專業大妗」-惠顧全日大妗服務、婚禮統籌或婚宴司儀可享有 HK$1,000 現
金優惠
「六福珠寶」- 購買鑽石、天然翡翠、寶石、珍珠或 K 金首飾，即可獲 9.2 折優惠
(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精品廊、黃金及鐘錶貨品除外)
「快驗保有限公司」- 健康檢查、美容療程、健康管理服務優惠
「Mode Limited」- 惠顧男士禮服外租或度身訂造服務滿 HK3,000，可作 HK$500 使
用; MODE 童裝外租或度身訂造服務 HK$300 現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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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麗莎」- 免費服務 ~ 婚紗攝影套餐或外租禮券價值 HK$4,888 (A1 或 A2 任選
其一); 外勤新娘試化妝試髮型服務半價(原價 HK＄1,100) ; 婚禮攝錄影套餐(Package
B 或以上)，送：早拍晚播製作片段;
「安記海味有限公司」- 嫁囍結婚禮籃 85 折優惠: 正價貨品 95 折優惠
「Ray Chui Photography」- HK$5,000 元現金折扣及免費即日剪片服務 (適用於惠
顧”Ray Photography Package”)
「Grand Forest」- HK$800 元婚宴場地佈置現金券 (HK$800 之現金優惠適用於指定
婚宴場地佈置服務)
「NOSH」- HK$100 膳食計劃優惠券（最低消費為 HK$1,000）
「GuavaPass」- 惠顧 4 堂健身套票(HK$608/月)和 10 堂健身套票(HKD1,488/月)可享
HK$50 折扣
「AR Invitation」- "MagicInvite" AR 婚禮指定款式邀請卡 85 折優惠
「Make Up Forever」- 化妝服務 7 折優惠
「Wing On Travel」- 惠顧馬爾代夫(機票+酒店)自由行套票，每位可享 HK$200 折扣

凡惠顧 120 人或以上，即可免費提升至以下優惠：


5 磅心形鮮果忌廉蛋糕

凡惠顧 200 人或以上，即可額外免費享有以下優惠：




9 磅心形鮮果忌廉蛋糕
新婚蜜月客房 1 晚 (只適用於自助晚宴)
3 小時豪華轎車連司機接送(只適用於自助晚宴) (額外超時收費每小時$800，所有隧
道或泊車費均由使用者自付)

條款及細則：







宴會廳由中午 12 時起恭候 (每席 10 至 12 位用)
菜譜價目已包括加一服務費
各宴會廳及佳期均設有最低消費，詳情請向宴會營業部查詢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推廣優惠及貴賓卡同時使用
不適用於已訂之酒席
如有任何爭議，富豪香港酒店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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