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體驗法國音樂節，投入精彩一「夏」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7 年 5 月 29 日 – 每年 6 月，全球索菲特都一同慶祝法國音樂節，而法國音樂節起源於
1982 年，首次在法國舉行，其後在德國、美國、巴西等一百多個國家掀起音樂狂熱。澳門索菲特也將這股音
樂狂熱帶到澳門，誠邀你於 6 月 23 日享受現場 DJ 打碟音樂及 Apéro Chic 品酒會的醇酒美食，與我們一起慶
祝這個法國音樂盛會！

海風餐廳
青口與蜆的盛會
雖說海鮮甚麼時候品嚐都絕美，但夏天吃海鮮就特別歡喜，皆因海鮮清爽的質感與口味，好能配搭炎炎的夏
日。
今個夏天，就來海風餐廳，飽嚐備受好評的海鮮美饌。除了一貫的清涼海鮮無限選外，晚餐再加進「青口」和
「蜆」作主打，而且會以多種烹調方式呈現。務求令你與朋友完美滿足、大快朵頤！
經典周打蜆湯、味噌周打蜆湯、啤酒蒸蜆、白酒煮藍青口、洛克福芝士焗青口等等，都是這次的特色菜。單看
已垂涎三尺了，所以就不要再等，直接訂座吧！
01-30/06/2017
「青口與蜆」自助晚餐

澳門幣 328+/每位 (週一至週五)
澳門幣 368+/每位 (週六至週日)

海風餐廳：

+853 8861 7210 / 8861 7236

***
派意舫法國餐廳
私密概念的用餐藝術
來自法國的大廚 Kim Nielsen 精心打造的專屬菜色，充滿法式風味，菜式均結合傳統法國菜技藝及大廚的創意
意念，成為只此一家的全新味道。
週二至週六
6PM – 10PM
五道菜品味菜單
六道菜品味菜單

澳門幣 488+/位
澳門幣 688+/位

派意舫法國餐廳：

+853 8861 7213

***
樂軒華
半價品嚐金湯珍珠石斑卷
石斑魚是粵菜中的黃金食材，閃閃生輝。清蒸石斑往往為了保留石斑本身清爽嫩滑的味道和口感。為與眾同
樂，樂軒華特別推出「金湯珍珠石斑卷」半價優惠。
嫩白的石斑魚切片，並於以豬骨、雞湯等熬煮而成的高湯內蒸至剛好，再加入南瓜蓉使之成金。此湯既有豐富
的骨膠原，也因為南瓜而清爽無比，非常配襯盛夏享用。
魚的切片要平均且相連，才能做卷。同時，製湯也要百份百專注，時間點一對，湯的香氣、濃度等就完美。想
當然，樂軒華的廚師們一如以往，會讓大家眼前一亮。
趁這半價優惠，訂座品嚐巧手菜式，與親友樂樂一夜吧！
01-30/06/2017
折後價：

澳門幣 388+/份

樂軒華粵菜餐廳：

+853 8861 1001

***
雅聚廊大堂吧
「夢之莓果樂園」下午茶
夏日炎炎，莓果收成了。除了顏色繽紛和營養豐富外，莓果甜甜酸酸的味道，也很開胃。艷陽之下，吃點莓
果，正好喚醒呆滯的味覺和不振的精神。
走進雅聚廊大堂吧的「夢之莓果樂園」，享受大廚們精挑細選的草莓汁檸檬草啫喱、布里芝士藍莓水果蜜餞等
鹹甜美點。當然還有法國自豪的藍莓千層酥和覆盆子馬卡龍。所有美食湊成引人入勝的下午茶，樂而忘返。
01/05 – 30/06/2017
「夢之莓果樂園」下午茶

澳門幣 258++/2 位

雅聚廊大堂吧：

+853 8861 7213

***
So SPA with L’OCCITANE 水療中心
夏威夷 Lomi Lomi 水療
源自夏威夷的傳統 Lomi Lomi 水療療程，讓你疲累的身心，得以釋放，回復活力。
夏天來了，或許讓你想到夏威夷的陽光與海灘，但繁忙的生活未必容許你說走就走。剛好這個夏天，So SPA
with L’OCCITANE 水療中心為你準備了經典夏威夷 Lomi Lomi 按摩，讓你在澳門也能享受夏威夷的風情。於寬
敞的水療套房放鬆身心，由專業理療師為你呈上如舞蹈一般的按摩療程。
Lomi Lomi 按摩的技巧，由理療師以客人的個別情況作最適合的策劃，務求達到暢通能量、擊活身心的效果，
從而使能量場回歸最和諧的狀態。
而 Lomi Lomi 按摩本身，讓人想起經典的夏威夷舞蹈。

01/06 – 31/07/2017
90 分鐘 Lomi Lomi 經典夏威夷按摩
澳門幣 698++/位
So SPA with L’OCCITANE 水療中心：+853 8861 7801

圖片說明

海風餐廳－青口與蜆的盛會

派意舫法國餐廳－由大廚 Kim Nielsen 準備的創意法國菜品味菜單，成為只此一家的全新味道。

樂軒華粵菜餐廳－金湯珍珠石斑卷，新鮮嫩滑的味道和口感令人無法抗拒。

雅聚廊大堂吧－「夢之莓果樂園」下午茶，讓你過清爽一夏。

So SPA with L’OCCITANE 水療中心－源自夏威夷的傳統Lomi Lomi水療療程，讓你疲累的身心，得以釋放，回
復活力。

編輯參考資料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 位處澳門市中心, 坐擁內港堤畔景致，毗鄰歷史城區, 世遺景點近在咫尺，與澳門十六浦綜合娛樂
專案為伴， 配合索菲特的法式文化與優質服務,為旅客締造在「家」以外極致的悠閒體驗，適合任何度假及商貿之旅。
Mistral 海風餐廳 – 可容納 188 人，介紹國際風味佳餚，客人可選擇在室內用餐或置身池畔古雅露天平台，邊眺望澳門內
港風貌， 邊於微風中細嚼精緻的法式餐飲文化。提供自助餐及自選餐單，營業時間由早上 7 時至晚上 10 時。
Privé 派意舫餐廳 – 可容納 24 人，精緻高級法國餐廳坐擁澳門市中心新馬路景致，銳意打造別於一般傳統的小型私人晚
宴。提供自選餐單及嚐味套餐，每周營業 5 天，星期二至六由晚上 6 時至 10 時。
Le Chinois「樂軒華」粵菜餐廳 – 可容納 148 人，是位處酒店頂層的全新粵菜餐廳，飽覽澳門內港堤畔景致，俯瞰迷人河
岸及城市天際全景。正宗粵菜配合時尚的法式演繹，體驗與別不同。早餐及午餐的營業時間由每天早上 9 時至下午 3
時，晚餐由下午 5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RendezVous 雅聚廊大堂吧 – 可容納 43 人，色調以異國情調的金啡色為主， 使法國風情的裝潢在澳門舊城黃昏街燈映照
下， 顯得別幟一格。早餐、下午茶及黃昏時段均推出特式悠閑輕食。營業時間由早上 8 時至晚上 10 時。
So SPA with L’OCCITANE 水療中心 – 別於一般水療，與歐舒丹合作的 So SPA 特設嶄新多感官淋浴，提供傳統亞洲護理以
及融合地中海風格及最新法式美容理療科技的土耳其蒸氣浴，一處真正能令您遠離煩嚣，讓您身心煥發，神彩飛揚的歇息
之處。營業時間由每天早上 10 時至晚上 11 時。
So FIT 健身中心 – 選用最天然的色調與素材打造，其中以黑色裝飾為主色調及螢光綠色為點綴，亦有自選音樂及電影播
放等設備。健身中心室內設施包括先進帶氧運動及力量訓練器材、健身房、桑拿浴室和蒸氣設施及休憩區。開放時間由每
天早上 6 時至晚上 10 時，24 小時對酒店住客開放。
泳池 – 形狀不規則的花園泳池坐落在輕輕搖曳的棕櫚樹間，周圍繁茂的景觀植物和迷人的露臺，使之成為一個度過休閒時
光的絕佳去處。如果您入住索菲特濠庭十六浦，則可以享用其賓客專用的私密泳池，一個漂亮的私人景觀綠洲。
酒店設 408 間客房，包括 10 間套房及 19 所濠庭十六浦。19 所濠庭十六浦套房的設計有游走古典與簡約，也有沉醉浪漫
與高雅，別樹一格。現代化的高級客房設施、寬敝的私人空間,其寧靜及富歐式藝術風格設計為客人提供在「家」以外的
極致悠閒享受。

歡迎登入 www.sofitelmacau.com ，了解更多澳門索菲特的資訊。
*****

索菲特，擁有純正法國血統和靈魂的奢華酒店
對於以追求生命中一切美好事物為目標的奢華旅行者，索菲特品牌將為他們提供優雅的解決之道。每家索菲特
酒店都很好地展示瞭如何以一種藝術的方式將當地的文化和法國文明的精髓融合在一起。散發著新法式生活的
藝術氣息的索菲特品牌，一直以來堅持將卓越和優雅提升至新的高度。遍及全球五大洲 40 個國家的 120 家酒
店吸引著現代社會中那些希望獲得尊貴身份體驗的客人，他們身上的某些獨特之處往往令他們顯得卓爾不群。
無論座落於繁華瑰麗的巴黎、倫敦、紐約、里約、迪拜、曼谷、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市中心，亦或座落於遠離喧
囂的摩洛哥、埃及、泰國或法屬波利尼西亞的幽靜郊區，每家索菲特酒店都以定制化的服務，優雅的設計風
格，獨具創意和靈感的美食體驗而顯得與眾不同。
索菲特傳奇，歷史與現代在此交匯。目前在全球共有五家索菲特傳奇酒店，均位於歷經時間洗禮的代表性建築
內。每家酒店都洋溢著法式奢華之風，為客人提供極致的享受。
SO 索菲特，活力四射、異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型酒店。從曼谷到新加坡到毛里求斯，SO 索菲特品牌酒店不僅是
您下榻休憩的絕佳之選，更以其前衛的設計、先進的科技、出人意料的巧思和特別的社交體驗而為更多人所知
曉。
美憬閣索菲特，啟發靈感、奇特非凡的迷人精品酒店。這個由 75 家精品酒店組成的精選品牌專為具有冒險精
神，渴望在旅途中不走尋常路的探險者而打造。

歡迎訪問 www.sofitel.com，發掘更多環球索菲特有關信息。
*****
相片索詢
傳媒聯絡: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市場及傳訊經理 楊曉婷
+853 8861 7113
Virginia.Ieong@sofi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