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逸東酒店嶄新推出「Wellness商務
會議計劃」及「Impact商務會議計劃」
兩種方案，除了提供多元化的會議場地租
用外，更可安排各種有意義的團隊活動。
提升您團隊的身心健康，並實現工作目標
的同時，回饋我們的社區！

2023
會議套餐

HONG KONG



放鬆身心

2023



2023

身體律動



2023

補充能量



2023

聲浴冥想



上午會議套餐： 

港幣$580*/一位
（課堂人數：20至30人）

半天會議套餐：  

港幣$700*/一位
（課堂人數：20至30人）

全天會議套餐： 

港幣$800*/一位
（課堂人數：20至30人）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 17:00 
- 迎賓飲料
- 排毒水
- 健康小食
- 行政午餐
- 下午茶健康小食

額外收費：身心理療課堂(港幣$150/一位)或健身課堂(港幣$350/一位)
身心理療課堂可選：聲音浴冥想、瑜伽、太極
健身課堂可選：踢拳道、伸展操、舞蹈

會議套餐包括： 
•免費使用LCD投影機及顯示屏
•免費使用基本會議設備包括鐳射筆、掛紙白板、音響系統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主辦人可享一個免費泊車位
•健身角設有一系列基本健身器材 
•遊戲角設有一系列經典棋盤遊戲

所有價錢需收取加一服務費
每個活動需要最少20人參與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 13:00 
- 迎賓飲料
- 排毒水
- 健康小食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 14:30 
- 迎賓飲料
- 排毒水
- 健康小食
- 行政午餐



與團隊一起回饋社區

2023



2023

支持本土品牌



2023

DIY 工作坊



2023

教育導賞活動



會議套餐包括： 

• 免費使用LCD投影機及顯示屏
• 免費使用基本會議設備包括鐳射筆、掛紙白板、音響系統
•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 主辦人可享一個免費泊車位

半天會議套餐  

港幣$500*/一位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至 13:00 或 13:00 至 17:00
- 無限添飲咖啡及茶
- 早餐或下午茶小吃

半天會議套餐（包括午餐）  

港幣$650*/一位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至 13:00 或 13:00 至 17:00
- 無限添飲咖啡及茶
- 早餐或下午茶小吃
- 行政午餐

全天會議套餐   

港幣$750/一位

會議室租借時段 09:00 至 17:00
- 無限添飲咖啡及茶
- 早餐小吃
- 行政午餐
- 下午茶小吃

免費使用特色專區：

• 健身角設有一系列基本健身器材  
• 遊戲角設有一系列經典棋盤遊戲

所有價錢需收取加一服務費
每個活動需要最少20人參與



紀念品工作坊
與您的團隊或客戶一起創造有意義的紀念品，同時幫助本地的社會企業。

手工皂或大豆蠟燭DIY工作坊（Wise Angel聯辦）
課程人數：10人
時間：1小時
價錢：導師與教材 港幣$3,500 + 場地租用港幣$1,000

天然蜂蜜潤唇膏DIY 工作坊（Beetales Co Ltd 聯辦） 
課程人數：10人
時間 : 1 小時
價錢：導師與教材 港幣$3,000 + 場地租用港幣$1,000

天然剩食染色工作坊 （Dyelicious 聯辦）
課程人數：12 人
時間 : 1 小時
價錢： 港幣$3,800 + 場地租用港幣$1,000

外出工作坊體驗
到養蜂農場及廚餘中心參與具教育意義的探訪活動。

•探訪位於元朗新興農場，Beetales養蜂農場蜜語分享養蜂經驗
•探訪位於PMQ的Dyelicious 染樂工房—將廚餘轉化為染料的紮染工作坊，
     剩食染料在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被讚美為世上最美麗的顏色。

備註： 
以上工作坊的費用可能會因供應商而異，費用將直接用在導師與教材上



上午會議套餐菜單
早上健康小食

乳酪 、紅桑子 、燕麥杯  (V) 
藍莓及巴西莓鬆餅 (V) 
全麥火腿青瓜三文治
水果串 (V) (GF) (DF) 
螺旋藻海鹽有機爆谷(V) (DF) (GF)

半天會議套餐菜單
早上健康小食

番茄、橄欖、芝士撻 (V)
新鮮椰奶配芒果及開心果 (GF) (DF) 
燕麥曲奇 (V) 
水果串 (V) (GF) (DF) 

行政午餐

煙燻火雞三文治
煙燻火雞、羅馬生菜、番茄、紅捲心菜沙拉、辣椒醬、全麥麵包 

或

烤雜菜三文治 
茄子、翠玉瓜 、辣椒、香蒜醬、火箭菜、全麥麵包

雜菜沙律 (V) (GF) (DF) 
生果盤 (V) (GF)(DF)

備註: 
(V) - 素食 (DF) -  不含乳製品(GF) -  無麩質 
  



全天會議套餐菜單
早上健康小食

乳酪 、紅桑子 、燕麥杯  (V) 
藍莓及巴西莓鬆餅 (V) 
全麥火腿青瓜三文治
水果串 (V) (GF) (DF) 

行政午餐

三文魚捲 (DF) 
玉米餅、香草烤三文魚、火箭菜、酸瓜、洋蔥、蛋黃醬
 
或
 
雅枝竹、番茄捲餅 (V) (DF) 
玉米餅、烤朝鮮薊、番茄乾、鷹嘴豆泥
 
雜菜 沙律 (V) (GF) (DF)
 
雜菜和乳酪 (V) (GF)
乳酪慕斯、雜果蜜餞 、蛋白酥皮 

下午茶健康小食

黑朱古力堅果條 (V) (DF)
 
煙三文魚、牛油果和香蔥全麥麵包 (DF)
 
法式生菜沙律配鷹嘴豆泥

備註: 
(V) - 素食 (DF) -  不含乳製品 (GF) -  無麩質 
  



如有查詢或預訂，請聯絡宴會部：

電話: (852) 2710 1803       傳真: (852) 2385 5009 
eventshk@eatonworkshop.com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