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宴自助午餐
Wedding Buffet Lunch

At Holiday Inn Golden Mile

金域假日酒店為您展現軒昂高雅的麗晶殿 。 結合無盡優越條件的麗晶殿不但擁有高貴典雅

的氣質 ， 裝潢華麗的氣派 ， 亦同時揉合了最先進的智能幻彩燈光視聽設施 ， 可隨意調較不

同的燈光效果 ， 與高貴晶瑩奪目的水晶燈互相輝映 ， 為您的盛宴打造無限創意空間 。

歡迎致電宴會部查詢 ， 電話 : 2315 1276

惠顧滿 150 人或以上 ， 可自由選擇 1 項額外優惠

惠顧滿 200 人或以上 ， 可自由選擇 2 項額外優惠

婚宴紀念相連相框 150 套

蜜月客房額外 1 晚

浪漫迷人場地佈置

3 小時平治房車接送服務

午宴律師証婚服務

專業司儀服務

紅酒 15 瓶

IHG Business Rewards積分
每一美元可換取三分 ， 最多可得六萬分 ， 讓你隨意換取蜜月假期



婚宴自助午餐
Wedding Buffet Lunch

席間飲品
3 小時無限量供應汽水 、 橙汁及本地啤酒

會場佈置

酒店住宿

額外優惠

幻彩燈光序幕儀式

先進液晶體投影機及大銀幕

豪華結婚蛋糕供拍照之用

精美嘉賓名冊

華麗椅套

會場席上及迎賓處花卉擺設

棗紅色禮堂牌匾及金色英文字 30 個

精美油畫架供擺設婚紗照

免費使用婚宴場地由 12 時至 3 時半

新娘房

入住蜜月客房

免費泊車位由 11 時至下午 4 時

自攜洋酒免收開瓶費 (每20人1瓶)

奉送請柬 (不包括印刷)

奉送請柬 、 貼紙及利是封 ， 包括印刷

奇華嫁喜禮餅券 8 折優惠*

景福珠寶純金飾手工 7 折及珠寶首飾 8 折*

蜜月客房內享用美式早餐

50 人 100 人 150 人 200 人

豪華客房
1 晚

豪華客房
1 晚

豪華客房
1 晚

內置 12 尺
大銀幕

內置 12 尺
大銀幕

內置 12 尺
大銀幕

芝柏婚禮殿堂婚紗攝影套餐價值 $5,680 及 $1,000
婚紗租用優惠#

5 層 5 層 8 層 8 層

1 個 2 個 3 個 4 個

120 套 160 套

40 套 80 套

# 如禮劵供應商所提供之服務有任何爭議 ， 金域假日酒店將不會承擔任何有關責任 。



婚宴自助午餐
Wedding Buffet Lunch

長腳蟹 Japanese crab leg

冷盤 Starter

化皮乳豬全體跟層餅 BBQ suckling pig with pancake

五香牛展 Marinated beef 

豉油雞 Soya chicken

薑葱蒸石斑球 Steamed garoupa fillet with soy sauce and ginger

西蘭花蝦球 Stir-fried prawn with broccoli

瑤柱蛋白炒飯 Fried rice with conpoy and egg white

冷盤 Starter

雜錦魚生 Assorted sashimi

雜錦壽司 Assorted sushi

日式蟹肉青瓜沙律 Japanese crabmeat and cucumber salad

泰式柚子沙律 Thai pomelo salad

香草燒羊扒 Tandoori lamb chop with mint yoghurt

印式脆薄餅 Papadum

星洲炒米 Fried rice noodle in Singapore style

熱盤 Hot dish 

熱盤 Hot dish 

冰鎮鮮中蝦 Cooked shrimp

海鮮吧 Seafood Corner

中式美食 Chinese Corner

東南亞美食 South East Asia Corner



婚宴自助午餐
Wedding Buffet Lunch

冷盤 Starter

湯 Soup

煙三文魚 Smoked salmon with caper and onion ring

龍蝦湯 Lobster bisque

燒烤車 Action Station

熱盤 Hot dish 

燒西冷 Roasted sirloin with gravy

香橙鴨 Roasted duck in orange sauce

葡汁焗時蔬 Baked garden vegetable with Portuguese sauce

茄汁雞肉長通粉 Penne with chicken and tomato sauce 

白咖啡芝麻慕絲 White coffee and sesame mousse

蜜桃薑味芝士蛋糕 Apricot ginger cheese cake

洋梨酥餅 Pear in puff pastry

朱古力蛋糕 Truffle slice

鮮果沙律 Fresh fruit salad

紅豆綠茶蛋糕 Red bean green tea cake

呍呢拿布甸 Vanilla pudding

蘋果批 Apple pie

野莓奶凍 Crème custard with assorted berries

士多啤梨及芒果雪糕 Mango and strawberry ice cream with condiments

麵包及牛油 Selection of bread and butter

蜜瓜煙火腿 Smoked ham with melon

凱撒沙律 Traditional Caesar salad

西式美食 European Corner

環球美點 Worldwide Dessert



（最少五十位起 Minimum of 50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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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收費海鮮 Optional Seafood

新鮮生蠔 Fresh oysters on ice

智利藍青口 Chile blue mussel

冰鎮翡翠螺 Jade spiral shell

配海鮮汁及檸檬 Served with cocktail sauce and lem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