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06 

禮遇計劃 

憑 Lafayette Plus禮遇卡可享以下豐富優惠： 

拉斐特 Lafayette 

(i) 室內婚紗攝影 95折 

(ii) 婚前服務 95折 

(iii) 租用商務場地 95折 

(iv) 舉行百日宴、生日會或周年紀念派對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請於付款前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iii)：新客戶必須準確提供推介親友(舊客)的姓名及聯絡電話 

 如有任何爭議，拉斐特 Lafayette Wedding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 www.L-wedding.hk  

  Lafayette Wedding 

電話：2506 0606 / 6900 7828 (WhatsApp) 

Love Café 

(i) 午餐 8折 

(ii) 晚餐 8折 

(iii) 其他食品或飲品 8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請於付款前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優惠不適用於特別節日 

(例：情人節、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冬至、平安夜、聖誕節等)，詳情

致電 3899 0062查詢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Love Cafe保留最終決定權 

 
 

 

 

 

 
 LoveCafeHK 

電話：3899 0062 / 6900 7828 (WhatsApp) 

Angel & Devil 
 

正價餐牌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另收加一服務費 (以正價計算) 

 請於結帳時出示 Lafayette Plus 會員卡 

 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或推廣優惠一同使用 

 優惠詳情請向 Angel & Devil職員查詢 

 如就本推廣有任何爭議，Angel & Devil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 www.clubeast.com.hk 

 Club East 洞天 

電話: 3103 3808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8號 Club East洞天 4樓 

http://www.clubeast.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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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 

 
正價餐牌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另收加一服務費 (以正價計算) 

 請於結帳時出示 Lafayette Plus 會員卡 

 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或推廣優惠一同使用 

 優惠詳情請向孔夫子職員查詢 

 如就本推廣有任何爭議，孔夫子保留最終決定權 

 

 
Lafayette SPA 
 

正價美容護理及按摩療程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 

 請於結帳時出示 Lafayette Plus 會員卡 

 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或推廣優惠一同使用 

 優惠詳情請向 Lafayette Spa職員查詢 

 如就本推廣有任何爭議，Lafayette Spa保留最終決定權 

 

 

Club East Fitness Centre 
 

憑會員卡兌換 7天通行證乙張 

 
優惠條款及細則： 

 即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每位 Lafayette Plus會員只限兌換一張 

 請於換領時出示 Lafayette Plus 會員卡 

 7天健身通行證必須由 Lafayette Plus 會員本人使用 

 優惠詳情請向 Lafayette Spa職員查詢 

 如就本推廣有任何爭議，Lafayette Spa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 www.clubeast.com.hk 

 Club East 洞天 

電話: 3103 3833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8號 Club East洞天 3樓 

 

網頁: www.clubeast.com.hk 

 Club East 洞天 

電話: 3103 3838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8號 Club East洞天 6樓 

 
網頁: www.clubeast.com.hk 

 Club East 洞天 

電話: 3103 3838 

地址: 觀塘駿業街 58號 Club East洞天 5樓 

http://www.clubeast.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http://www.clubeast.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http://www.clubeast.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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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飲食集團 

 

東海飲食集團旗下餐廳晚市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0日日止 

 請於下單前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適用於東海酒家、東海薈、東海薈•拉斐特及 The Story分店 

 優惠只適用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不適用於公眾假期，及以下 2019年指定日

子：2月 4至 9日、5月 10-12日、6月 14-16日、9月 11至 14日、12

月 20至 22日及 12月 31日) 

 此優惠不適用於茶市點心、購買預製包裝食品及零售食品(包括但不限於月

餅及年糕等產品) 。 

 本推廣只適用於堂食及散座，不適用於婚宴、百日宴、壽宴和超值宴。 

 此優惠不包括鮑參翅肚、海鮮燕窩、酒水及特價食品。 

 須另收茶芥與原價加一服務費。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東海飲食集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 www.eastocean.com.hk 

 Eastocean.hk 

168迷你倉 

 

租倉 9折 

 
優惠條款及細則 :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請於下單前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168迷你倉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 www.168storage.com  

168storage 

紫金堂（港澳地區） 

 

(i) 購買正價單一產品可享有 88折優惠 

(ii) 購買正價套餐產品可享有 92折優惠 

(iii) 任何超過 HK$2,800的訂單可享免費本地送貨 

 

優惠及細則： 

 請於落單前出示有效之 Lafayette Plus 禮遇卡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如有任何爭議，紫金堂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頁：http://www.tasteforlife.com.hk/ 

 tasteforlifehk 坐月食療 DIY 

電話: (852) 8230-1713 

電郵：contactus@tasteforlife.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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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珠寶 

 
購買鑽石、天然翡翠、珍珠、寶石或 K金首飾，即可獲九二

折優惠(定價、特價、尊享價、授權、精品廊、黃金及鐘錶貨

品除外)。） 

 
優惠條款及細則： 

 請於付款前出示拉斐特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此優惠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內之六福珠寶分店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此優惠不可兌換現金 

 如有任何爭議，六福珠寶金行(香港)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並有權隨

時修改此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事先通知 

 此優惠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Lovebird Diamond 
 

(i) 惠顧滿$10,000，即減現金$500 

(ii) 購買任何結婚戒指一對, 可享$300現金折扣 

 
優惠條款及細則： 

 請於落單前出示有效之 Lafayette Plus 禮遇卡 

 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優惠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如有任何爭議，Lovebird Diamond保留最終決定權 

 

 

毅力醫護健康集團 

 

(i) 周年、女士、男士、長者、行政人員身體檢查 - 減 200

元；二人同行，再減 50元 

(ii) 婚前健康檢查 - 減 300元 

(iii) 兒童疫苗計劃  - K1計劃減$300/ K1M計劃減$500/K2計

劃減$450/ K2M計劃減$650，送嬰兒護膚試用裝 

 
優惠條款及細則：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請於預約時聲明是由拉斐特婚禮統籌有限公司轉介 

 請於付款前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如有任何爭議，毅力醫護健康集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網址：http://www.lukfook.com 

六福珠寶 

電話: (852) 2710 9368 

 

網址：lovebirddiamond.com 

 Lovebird Diamond 

電話: 852 2335 5900 (敬請預約) 

 

網頁：http://www.kinetics.hk     

 Kinetics Medical & Health Group 

http://www.lukfook.com/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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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晨旅遊 

 

(i) 旅行團 (每位) 

長線：$200，日本/韓國：$100， 

其他東南亞：$50，中國長線：$50； 

(ii) 郵輪假期 (每位) 

郵輪船票費$7,800或以上：$250 

郵輪船票費$3,000或以上：$100 

(iii) 郵輪團 (每位) 

長線：$500 (可與早報名及同行優惠同時使用) 

亞洲線：$150 (可與早報名優惠同時使用) 

(iv) 指定自遊行套票 (每位)：$100 

(v) 指定旅遊小包團 (每位)：$100 

 
優惠條款及細則：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請於預約時聲明是由拉斐特婚禮統籌有限公司轉介 

 報名時客人須出示 Lafayette Plus禮遇卡以作識認 

 以上折扣優惠按當日報名的團費計算 

 以上折扣優惠適用於每位報名人士(包括長者及小童) 

 本優惠不適用於其他費用，如機場稅、簽證費、旅遊保險及其他活動費用

等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折扣優惠同時使用 

 其中一位出發者必須是 Lafayette Plus會員，其同行者可享有相同優惠 

 「星晨旅遊」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網頁：

http://app.mst.com.hk/mstw/app/home 

 星晨旅遊 MorningStar 

電話: 2722 3288 / 2519 8088 (報名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morningstartravel/?fref=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