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布 

 

氹仔舊城區四週年慶典 呈獻夏季慶祝活動 
 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精彩餐飲禮遇及休閒體驗 

 
 

 

 

 

 

 

 

 

澳門, 2020 年 7 月 1 日－為慶祝「氹仔舊城區 – 地道澳門」品牌成立四週年，氹仔城區

有限公司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欣然呈獻一系列精彩的慶祝活動，送出

豐富餐飲、購物及消閒禮遇。 

 

兩個月的慶祝活動期間，氹仔舊城區準備了一系列豐富的餐飲禮遇及休閒體驗，當中包

括「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派著數」微信推廣活動，超過 15 家商戶送出超值的優惠；

史無前例的「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吃」餐廳週，集結多家餐廳優質的美食體驗；以

及指定餐廳舉辦「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玩」大挑戰。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市場推廣主管陳詠璇表示:「過去四年，氹仔舊城區吸引了一眾充滿活

力的餐廳及零售店在此開業，使其迅速發展成為澳門首屈一指的非博彩旅遊目的地。我

們將繼續致力於氹仔舊城區推動各類型的藝術、文化及消閒項目，讓本地居民及旅客盡

情體驗傳統地道的澳門風貌。」 

 

自 2016 年至今，氹仔城區有限公司致力推廣「氹仔舊城區 – 地道澳門」的品牌概念，

目標是推動區內的 「可持續發展遺產」保育計劃，把氹仔舊城區塑造為全新的旅遊景點，

並為澳門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區。 

 



 
 

 

 

氹仔舊城區四週年慶典包括以下三項推廣活動： 

 

1. 「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派著數」微信推廣活動 
 

推廣期：2020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透過氹仔舊城區四週年活動線上平台，顧客可搜羅城區十多家商戶提供的各款精選餐

飲、休閒及購物優惠，包括消費獎賞、為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上包含數字 「4」的顧客提

供特別優惠、指定商戶提供的免費餐飲禮遇、以及指定餐廳提供的特色套餐。 

參加商戶如下： 

1. 安東尼 (António)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上包含數字 「4」的顧客，可獲贈餐後甜酒一杯。 

 

2. 葡薏園 (Tapas de Portugal) 

每天下午 4 時前惠顧指定主菜，將免費獲贈指定小食一份。 

 



 
 

 

3. 巴塞隆拿 (Barcelona Macau) 

每天下午 4 時後，於餐廳消費可享歡迎飲品一杯、免費小食一份、加澳門幣 4元

獲精美甜品一份、以及全單 96 折優惠。 

 

4. 果阿之夜 (Goa Nights) 

惠顧雞尾酒兩杯，其中一杯半價。 

 

5. 葡多利 (Portugália Macau) 

單點消費可享餐飲 9折優惠。參加餐廳「4秒挑戰賽」遊戲，於 4秒內喝完一支
葡萄牙啤酒，即可額外獲 4%折扣，享全單 86 折優惠。 

 

6. Bella Taipa 

午巿套餐買三送一。 

 

7. 凱撒餐廳 – 舊氹仔 (Le Cesar - Old Taipa) 

顧客惠顧滿澳門幣 400 元，即獲贈水果酒一瓶。 

 

8. 谷日 (Group 81) 

每天下午 4 時後，顧客購買正價產品可享 9 折優惠。購物滿澳門幣 400 元或以

上，即享正價產品 85 折優惠。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上包含數字「4」的顧客，凡

惠顧 Luna Cake 5 吋個裝北海道雙層芝士蛋糕，可享澳門幣 40元折扣優惠。購

物滿澳門幣 540 元，即可以澳門幣 40 元加購指定精選產品。 

 

9. 蓮花炸雞 (Lotus Chicken Shop) 

惠享華麗雞籃優惠價澳門幣 88元（原價澳門幣 98元）；蜂蜜檸檬烤全雞優惠價

澳門幣 128元（原價澳門幣 158元）；以及流心芝士撻 ／燕窩撻買 5送 1優惠。 

 

10. 虎咬堂 (Tiger Bite)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上包含數字「4」的顧客，每天下午 4時後，惠顧 50 元以上

包類，即減澳門幣 10 元。 

 

11. Tim & Daf's  

凡惠顧帶子堡，加澳門幣 4 元多享一個帶子堡。 

 

12. Joker's Barbershop 

每天下午 4 時後，可享 Barber Darren 或 Barber Kent 剪髮服務 9 折優惠。 



 
 

13. Naka Shop 

身份證明文件編號上包含數字「4」的顧客，凡惠顧任何產品，即獲贈送神秘禮

品一份。 

 

14. O-Moon  

指定貨品買三送一。 

 

15. Rooftop Macau  

手調飲品買三送一（不包括手沖咖啡）。 

 

16. 近早夾包 (Almost Dawn) 

每天下午 4 時後，食品及飲品可享 8 折；飲品買三送一優惠。 

 

2. 「 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吃」餐廳週 

推廣期：202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2 日 

 

 

作為澳門首屈一指的美食天堂，富有眾多餐飲選擇，氹仔舊城區與區內 6 家最受歡迎的

餐廳首次聯乘推出「餐廳週」，顧客可在為期 12 天的活動期間，享受優質美食體驗及國

際美饌佳餚。 

 

6 家精選餐廳分別是米芝蓮飲食指南推薦的葡萄牙餐廳安東尼(António)、創新時尚的葡

萄牙小吃餐廳葡薏園(Tapas de Portugal)、正宗傳統葡國菜餐廳凱撒餐廳 – 舊氹仔(Le 

Cesar - Old Taipa)、官景正宗葡國餐廳(IN Portuguese Food)、西班牙小吃酒吧餐廳巴塞

隆拿(Barcelona)、以及現代意大利餐廳 Bella Taipa，每家餐廳將以超值價格提供特色午巿

及晚巿套餐。享用指定美食套餐後，顧客即可參加四週年線上活動平台的抽獎，贏取豐

富餐飲獎賞及精美禮品。 

 

 

 

 

 



 
 

3. 「 氹仔舊城區.四週年.四處玩」大挑戰 

 

推廣期：2020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顧客在指定商店及餐廳參加「4 秒大挑戰」遊戲，於 4 秒內完成指定任務，即可獲得額外

優惠。 

-完- 

關於氹仔城區有限公司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以品牌概念為主導，推廣氹仔舊城區，目標是吸引本地及世界各地

的旅客到訪這個愈來愈受歡迎的文化遺產區。公司的首要目標是推動區內的 「可持續

發展遺產」保育計劃，把生氣蓬勃的零售和餐飲概念注入色彩繽紛的傳統商店小屋，

塑造氹仔舊城區為全新的旅遊新景點，並為澳門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區。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為力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過去十多年一直致力於推動氹仔舊城

區的活化保育計劃，同時緊密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本地企業和業主，以支持及推廣氹

仔舊城區。  

 關於氹仔舊城區 — 地道澳門 

氹仔舊城區位於氹仔南部，是該區最具歷史及保存最完整的地方。昔日為漁村的舊城

區，有著傳統的商店小屋和鋪滿鵝卵石的古樸街道，正好平衡了毗鄰金光大道的炫目

繁喧。舊城區充滿融和葡萄牙及中國風格的建築，加上地中海風情的潤飾，是體現正

宗地道澳門風貌的多元文化旅遊新地標。 

氹仔舊城區是氹仔城區有限公司所成立的全新品牌概念，提供各式各樣文物景點、創  

新的餐飲場所、獨特的購物體驗和多元化的藝術和娛樂設施，為本地居民和旅客帶來

地道且嶄新的休閒體驗。氹仔舊城區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及歷史美景，彰顯其中西交

融的特色。 

                                            www.taipavillagemacau.com  

http://www.taipavillagemacau.com/


 
 

如需更多資料及圖像，請聯絡:  

Pamela Chan / Kaman Un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  

電話：(853) 2857 6212 / (853) 2857 6116 

電郵：pamela.chan@taipavillagemacau.com / kaman.un@taipavillagemac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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