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Mira Moon 酒店推出開幕優酒店推出開幕優酒店推出開幕優酒店推出開幕優惠並惠並惠並惠並呈呈呈呈獻獻獻獻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一系列獨特獨特獨特獨特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 

推出推出推出推出八折八折八折八折房價房價房價房價優惠優惠優惠優惠及及及及「「「「Moon Services」」」」客房服務客房服務客房服務客房服務，，，，致力為致力為致力為致力為旅客提供優越的個性化住宿旅客提供優越的個性化住宿旅客提供優越的個性化住宿旅客提供優越的個性化住宿新新新新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2013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 ──────── Mira Moon 現已正式開幕！由即日起，可額外享高達最優惠房價的八

折優惠以訂購酒店房間，每房每晚由 HK$2,080 起（不包括服務費）。顧客更可優先享受特設的

「Moon Services」客房服務 ──────── 從尊尚的「女士專用樓層」及「男士專用樓層」到客房內獨有的

Grey Goose 雞尾酒酒箱、時尚衣櫥及已預先加載一系列應用程式的 iPad mini；Mira Moon 本著以客為

本的理念，與時俱進，致力為賓客提供嶄新的個人化住宿服務。 

 

「「「「Moon Services」」」」客房服務客房服務客房服務客房服務 

Mira Moon 呈獻的一系列「Moon Services」自客房開始：先有在客房內設有 Grey Goose 雞尾酒酒箱，

讓客人可隨時隨地調配專屬自己的雞尾酒。其次是首創的「Boutique on the Moon」房中購物概念 ─

─不論如國際設計大師們為 Mira Moon 度身設計的傢俱、本地名師設計的裝飾品，以至由本地時裝設

計師 Grace Choi 匠心設計的時裝系列，均一一展示在特定房間及衣櫥內，讓客人盡情地於酒店內選購

心儀的設計回家中。除此之外，甫踏進房內偌大的浴室，賓客更可享用一系列男士及女士專用的個人

護理產品。為女士度身訂造的護理產品以富麗的中國紅為包裝的主色，保濕乳液及爽膚水等產品均洋

溢著迷人的紫羅蘭（violet）香氣，花香馥郁，層次豐富，並帶木香和麝香，予人暖意盎然的感覺。男

士系列方面，型格的黑色配以陽剛魅力十足的菸草味（tabak），每件護理產品均滲以絲絲清新的羊齒

草香和撲鼻的柑橘香。 

 

住宿期間賓客可享用房內的免費迷你酒吧，並附設由 Mira Moon 和 Grey Goose 合作設計的獨家雞尾

酒酒箱。小巧的酒箱以傳統硬木打造，飾以黃銅鎖鉸、板鎖和鎖釘，設計非常精緻，與酒店散發的亞

洲風情不謀而合。打開酒箱，便可看見 Grey Goose 的招牌鮮藍色融入設計當中，並放置了一個調酒器

及兩隻 Grey Goose 品牌的 Martini 酒杯，而酒箱內側放置了 Grey Goose 酒辦。賓客可使用酒箱內配

備的調酒工具，按所提供的調酒配方，混合 Grey Goose 伏特加及迷你酒吧內的其他非酒精飲料如

Arizona 綠茶或維他奶，調配出別具個人風味的雞尾酒。迷你酒吧同時附設一系列精選中式小食，包括

廣受香港人愛戴的龍鬚糖 - 一款以白糖拉絲成繭狀，入口即溶，內層充滿嚼勁，中心鬆脆無比的傳統手

工製甜點。 

 

 

 



                      

女士及男士專用樓層女士及男士專用樓層女士及男士專用樓層女士及男士專用樓層 

Mira Moon 特別設有的「女士專用樓層」及「男士專用樓層」，並配備一系列為女士和男士免費度身訂

造的貼心「Moon Services」客房服務。服務包括： 

 

女士專用樓層 

- 抵埗即送上歡迎飲品 紫羅蘭檸檬水 

- 迎賓禮物包括雙妹嚜迷你面霜、潤手霜、花露水及爽身粉 

- 「Moon Missy」禮物籃包括防走光貼、黑色絲襪、指甲護理套裝及個人衛生用品 

- 房內備有卷髮及直髮器、瑜伽墊、蒸面機、體重秤及木漆首飾盒 

- 免費享用 Super Giant 下午茶（二人用） 

- 鮮花瓣配薰衣草沐浴體驗 

- 房內的 iPad mini 備有已附載的瑜伽、普拉提（Pilates）、拉筋、幫助睡眠及放鬆等教學應用程式 

- 女士尊享健身室時段 

- 以優惠價升級至 Moonshine Suite 舉行私人派對 

 

額外自選收費服務包括： 

- 於客房內享用 Loveurnail 美甲服務 

- 於客房內享用高級髮型師主理的美髮服務 

- 購物顧問服務 

- 經酒店預訂，於 Spa L’Occitane 享用尊尚療程 

- 浸浴療程： 

o 美白嫩膚── 浸淫於幽香的薰衣草牛奶浴之中，賓客可一邊呷著特別調製的雞尾酒（無酒

精成份），一邊享用新鮮莓果拼盤，聽著輕鬆的音樂，完全地放鬆身心 

o 迷人魅力 ── 在誘惑動人的爵士樂下，呷著香檳，陶醉於佈滿玫瑰花瓣的玫瑰牛奶浴之中  

o 活力之旅 ── 聽著節拍高亢的音樂，樂於藍甘菊泡泡浴之中，同時享用特別調製的雞尾酒

（無酒精成份）及紫羅蘭味棒棒糖，讓你重拾年輕光采 

 

男士專用樓層 

- 抵埗即送上歡迎飲品檸檬薑水 

- 「Moon Mister」禮物籃包括男士剃鬚套裝、以 Mira Moon 客房內別緻馬賽克飾牆上的牡丹花圖案  

為設計概念的時尚呔夾及袖口鈕 

- 薰衣草牛奶浴配鮮花瓣 



                      

- 房內的 iPad mini 備有已附載多本男士雜誌、商務書籍、新聞頻道及遊戲與生活等應用程式 

- 男士尊享健身室時段 

 

額外自選收費服務包括： 

- 男士剃鬚刀及剃鬚刷 

- 於客房內享用美甲服務 

- 於客房內享用高級髮型師主理的美髮服務 

- 購物顧問服務 

- 經酒店預訂，於 Spa L’Occitane 享用尊尚療程 

 

開幕優惠開幕優惠開幕優惠開幕優惠 

現凡預訂酒店房間，可享高達最優惠房價八折優惠。優惠包括： 

• 免費無線寬頻上網 

• 男女賓客個人護理產品系列 

• 免費迷你酒吧，附設 Grey Goose 雞尾酒酒箱 

• 客房內免費提供 Nespresso 咖啡 

• 免費享用 24 小時健身室，並設有男女賓客專用時段 

 

優惠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2 月 28 日。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miramoonhotel.com。 

 

- 完完完完-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Mira Moon 

Mira Moon 位於香港灣仔心臟地帶，是美麗華集團旗下的全新精品設計酒店，出自知名建築設計夥伴

Wanders & yoo 的手筆，酒店擁有 91 間設計獨特的客房，為 Design Hotels™的成員之一。Mira Moon

是中國傳統神話精髓的全新現代演繹，酒店的每間客房均配以先進的科技設備，包括 32 – 46 吋高清電

視機，iPad mini 及免費 WiFi 無線上網。透過不少個人化的服務及設施，如房內附送的迷你酒吧飲品，

致力為賓客營造創意及輕鬆的住宿環境。作為維多利亞港的新地標，Mira Moon 設有三款客房類別以及

一間位於酒店頂層的尊尚套房、24 小時健身室及 Super Giant 餐廳及酒廊。 

 

關於美麗華集團關於美麗華集團關於美麗華集團關於美麗華集團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1； 簡稱美麗華集團） 成立於一九五七年，總部設於香港，並

於一九七零年正式在香港上市。美麗華集團是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成員， 業務發展多元化，包括酒店及

服務式公寓、物業投資、餐飲及旅遊，遍佈香港及中國內地主要城市。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 Wanders & yoo 

當代設計大師 Marcel Wanders 擅於產品和室內設計，他於 2008 年展開了和 yoo Group 的長期合作伙

伴關係，成立了 Wanders & yoo。 yoo 是業界領先的建築設計事務所，由世界知名設計師 Philippe 

Starck 與地產發展商 John Hitchcox 共同創立。 yoo 的 55 個不同的建築設計作品遍佈全球 27 個國家，

包括亞洲、非洲、澳洲、歐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中東。 

 

高解像度照片可在以下鏈接下載高解像度照片可在以下鏈接下載高解像度照片可在以下鏈接下載高解像度照片可在以下鏈接下載：：：： 

ftp.impactasia.sys.hk/  
登入: mira-moon 

密碼: 774mmh 

 

查查查查如欲索取詳情或傳媒如欲索取詳情或傳媒如欲索取詳情或傳媒如欲索取詳情或傳媒 詢詢詢詢，，，，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請聯絡：：：： 

Cohn & Wolfe-impactasia 
T: +852 3665 1000 
Amber Aldred amber.aldred@cohnwolfe.com   
Carbo Yu carbo.yu@cohnwolfe.com   

 
Mira Moon 
T : +852 2643 8864 
Tuhina Rahman tuhina.rahman@miramoon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