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R 觀塘店
時段

一般房間

至紅派對房
適合8-30人
(另有可供30人以上派對房，歡迎致電查詢)

午餐時段

全星期
(1000 - 1500)

每位$75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房間最低消費由$1800起

歡樂時段

星期一至五
(1200 - 2000)

每位$109，包2杯無酒精飲品或
1杯無酒精飲品及1份茶餐

房間最低消費由$1800起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 - 2000)

每位$119，包2杯無酒精飲品或1
杯無酒精飲品及1份茶餐

星期日至四
(1800 - 2300)

每位$159起，包1份主菜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紅人半自助餐時段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169起，包1份主菜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1800 - 2200)

黃金時段

星期日至四
(18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79

房間最低消費由$2200至$26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199
(1800 - 0600)

最佳第二場

星期日至四
(23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59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179
(0000 - 0600)

分店特色
部份房間設有飛鏢機 及 遊戲機，可增設 Beer Pong Table，另大堂設有飛鏢機

各式優惠
1.
2.
3.
4.

.

凡享用至紅派對房均免收入場費
房間奉送焦糖爆谷 (午餐及自助餐時段除外)
悠閒精選套餐$42起 (14:00-17:00供應)
設有各款酒類套餐及啤酒優惠

全場加一服務收費，設有NOW TV
# 選擇至紅派對房間,需提前預訂及付訂金, 已收取之訂金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及退回
# 網上列名之收費僅供參考，所有收費及優惠以門市為準，詳情請致電 3125-3777 查詢

房間最低消費由$2000起

RedMR 灣仔店
時段

一般房間

至紅派對房
適合8-20人
(另有可供20人以上派對房，歡迎致電查詢)

午餐時段

歡樂時段

晚餐時段

星期一至五
(1200 - 1600)

每位$78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1杯 房間最低消費由$1400至$1800起
無酒精飲品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 - 1500)

每位$138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無酒精飲品

星期一至五
(1200 - 2000)

每位最低消費$129起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 - 2000)

每位最低消費$139起

星期日至四
(1800 - 2200)

每位最低消費$209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400至$1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3200至$4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39起
(1800 - 2200)

黃金時段

星期日至四
(18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249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3200至$4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89起
(1800 - 0700)

最佳第二場

星期日至四
(00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219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59
(0100 - 0700)

分店特色
部份房間可增設 Beer Pong Table，另大堂設有 Beer Pong Table 及 Slap Cup Table

各式優惠
1. 凡享用至紅派對房均免收入場費
2. 房間奉送焦糖爆谷 (午餐及晚餐時段除外)
3. 設有各款酒類套餐及啤酒優惠
.
全場加一服務收費，設有 NOW TV
# 選擇至紅派對房間,需提前預訂及付訂金, 已收取之訂金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及退回
# 網上列名之收費僅供參考，所有收費及優惠以門市為準，詳情請致電 3125-3333 查詢

房間最低消費由$3200至$4800起

Red MR 銅鑼灣店
時段

一般房間

至紅派對房
適合8-30人
(另有可供30人以上派對房，歡迎致電查詢)

午餐時段

歡樂時段

晚餐時段

星期一至五
(1100 - 1600)

每位$79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1500)

每位$85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星期一至五
(1100 - 2000)

每位$119，包2杯無酒精飲品或
1杯無酒精飲品及1份茶餐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2000)

每位$129，包2杯無酒精飲品或1
杯無酒精飲品及1份茶餐

星期日至四
(1800 - 2200)

每位最低消費$199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200至$2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200至$2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09起
(1800 - 2200)

黃金時段

星期日至四
(18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219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69起
(1800 - 0600)

最佳第二場

星期日至四
(00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59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199起
(0100 - 0600)

分店特色
部份房間可增設 Beer Pong Table、搖擺咪及飛鏢機，另大堂設有 Beer Pong Table、Slap Cup Table 及 Mini K

各式優惠
1.
2.
3.
4.

.

凡享用至紅派對房均免收入場費
房間奉送焦糖爆谷 (午餐及晚餐時段除外)
設有各款酒類套餐及啤酒優惠
悠閒精選套餐$42起 (14:00-17:00供應)

全場加一服務收費，設有 NOW TV
# 選擇至紅派對房間,需提前預訂及付訂金, 已收取之訂金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及退回
# 網上列名之收費僅供參考，所有收費及優惠以門市為準，詳情請致電 3125-3111查詢

RedMR 尖沙咀店
時段

一般房間

至紅派對房
適合8-20人
(另有可供20人以上派對房，歡迎致電查詢)

午餐時段

歡樂時段

晚餐時段

星期一至五
(1100 - 1600)

每位$75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1500)

每位$75起，包1份午市定食及
1杯指定無酒精飲品

星期一至五
(1100 - 2000)

每位最低消費$119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2000)

每位最低消費$139

星期日至四
(1800 - 2200)

每位最低消費$169

房間最低消費由$14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4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199
(1800 - 2200)

黃金時段

星期日至四
(18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99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239
(1800 - 0600)

最佳第二場

星期日至四
(00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49

星期五、六及公眾假期前夕 每位最低消費$189
(0100 - 0600)

分店特色
部份房間設有飛鏢機、搖擺咪、Beer Pong Table 及 Kinect 遊戲機，另大堂設有 Mini K

各式優惠

1. 凡享用至紅派對房均免收入場費
2. 房間奉送焦糖爆谷 (午餐及晚餐時段除外)
3. 設有各款酒類套餐及啤酒優惠

全場加一服務收費，設有 NOW TV
# 選擇至紅派對房間,需提前預訂及付訂金, 已收取之訂金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及退回
# 網上列名之收費僅供參考，所有收費及優惠以門市為準，詳情請致電3125-3222查詢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3800起

RedMR 旺角店
時段

午餐時段

歡樂時段

晚餐時段

黃金時段

最佳第二場

一般房間

星期一至五
(1000 -1600)

每位$75起，包1份午市定
食及1杯無酒精飲品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000 - 1500)

每位$83起，包1份午市定
食及1杯無酒精飲品

星期一至五
(1200 - 2000)

每位$99，包2杯無酒精
飲品或1杯無酒精飲品及
1份茶餐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 - 2000)

每位$119，包2杯無酒精
飲品或1杯無酒精飲品及
1份茶餐

星期日至四
(1800 - 2230)

2000前入房，
每位最低消費$179

星期五、六及
公眾假期前夕
(1800 - 2300)

2000前入房，
每位最低消費$189

星期日至四
(1800 - 0600)

2000後入房，
每位最低消費$199

星期五、六及
公眾假期前夕
(1800 - 0600)

2000後入房，
每位$199，包2杯無酒精飲
品或1支啤酒

星期日至四
(00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59

星期五、六及
公眾假期前夕
(0000 - 0600)

每位最低消費$199

至紅派對房

Deluxe派對房

適合8-25人
(另有可供25人以上派對房，
歡迎致電查詢)

適合10-30人
(Deluxe派對房包括:
Chairman Box, The Loft, Ice
Room, V6-10)

房間最低消費由$15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2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2800至
$3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800至$
2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800至
$2800起

房間最低消費由$1200至$
1800起

分店特色
部份房間設有飛鏢機、搖擺咪、Beer Pong Table、PS4及Xbox，另大堂設有飛鏢機、Slap Cup Table、Mini K

各式優惠
1.
2.
3.
4.

凡享用至紅派對房及Deluxe派對房均免收入場費
房間奉送焦糖爆谷 (午餐及晚餐時段除外)
悠閒精選套餐$42起 (14:00-17:00供應)
設有各款酒類套餐及啤酒優惠

全場加一服務收費，設有 NOW TV
# 選擇至紅派對房間, 需提前預訂及付訂金, 已收取之訂金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及退回
# 網上列名之收費僅供參考，所有收費及優惠以門市為準，詳情請致電3125-3555查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