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 即時發佈

香港東隅喜迎聖誕佳節

香港，2020 年 12 月 8 日 – 歡愉的聖誕節即將到來，香港東隅推出連串聖誕和新年慶祝活動與客人締造難
忘回憶。一如既往，香港東隅以由回收酒箱建造的聖誕村佈置大堂，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喚起客人對環
保及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FEAST (Food by EAST)
隨著 FEAST 的翻新工程，嶄然一新的全天候餐廳將為客人送上充滿節日氣氛的餐飲概念及美食。聖誕早午
餐將於 12 月 25 日供應，晚餐則於 12 月 24 日及 25 日設有三個用餐時段供客人選擇（晚上 5 時 45 分 至
8 時正、7 時 至 10 時正及 8 時 15 分 至 10 時正）。自助餐的聖誕經典美食菜式包括烤火雞、烤瑞士芝
士、黑松露鴨豬肝醬、慢煮火雞蘋果沙律、海膽壽司、無花果蛋糕、澳式聖誕布甸 (Christmas Trifle)、法
式櫻桃布丁蛋糕以及更多。客人可以半隻烤龍蝦開始聖誕慶典、自助餐亦提供 FEAST 最受歡迎的聖誕特飲 –
香料清酒。開胃菜包括魚生、壽司、即開生蠔、帝王蟹脚等也供客人自由享用。聖誕節主題菜單成人每位定
價為港幣 558 元（早午餐） 或 728 元（晚餐）。

*以上定價需另加 10%服務費
**12 歲以下小童可享晚餐半價優惠

聖誕外帶美食
FEAST 亦推出了美食外帶服務， 讓客人與摯愛一起在家中享受一系列的佳餚慶祝聖誕。餐單由主菜到甜品
應有盡有，包括烤原隻牧場放養火雞 配鼠尾草栗子餡料、珍肝汁及紅莓醬、原隻烤火腿配蜜糖芥末醬、烤加
拿大肉眼配辣根汁、聖誕牛角包牛油布甸配白蘭地吉士醬、自家製聖誕麵包（Stollen）、聖誕乾果餡餅及
經典聖誕水果蛋糕（Panettone）。

美食外帶需於 48 小時前預訂。訂購滿港幣 700 元以上可享免費送貨至太古城地區，其中地區則額外收取運
送費。詳細餐單可到此瀏覽。

Domain
位於 FEAST 旁邊的創意及共享工作空間 Domain，以一系列充滿節慶風味的咖啡來慶祝它的第一個聖誕 Apple Crumble Latte、Butterscotch Mocha 和 Christmas Spiced Espresso Tonic，以創新且熟悉的味
道渲染節日氛圍，所有的咖啡均由 Allpress Espresso 的優質咖啡豆製成，每杯售價為港幣 65 元。

另外，客人也可選購從 Domain 琉璃麵包房新鮮焗製的聖誕麵包和聖誕水果蛋糕，是任何聖誕慶祝活動的最
佳伴手禮。

Sugar
Sugar，東隅坐擁維港景致的摩登天台酒廊，將把旅遊的樂趣帶回跨年派對之中。 今年的派對主題為「環遊
世界」，Sugar 將準備一系列主題套餐及特調雞尾酒帶領客人環遊世界，套餐以世界各地為靈感，如 Italy
（意大利氣泡酒及 Aperol 利口酒各一支）, Portugal（葡萄牙紅酒及砵酒各一支）及 Japan（日本清酒及泡
盛各一支），由港幣 1,200 元起。此外富創意的調酒師更特地製作了 Arctic Ocean、Ring of Fire、Balloon
Fiesta 及 Jungle Safari 等主題雞尾酒為派對助興，以美酒配美景。每個愉快的聚會必定需有美食坐鎮，
Sugar 團隊更特此製作了由不同文化啟發的特色小吃，伴隨客人度過除夕，喜迎 2021 年！

*以上定價需另加 10%服務費
**每位最低消費為港幣 600 元
***18 歲以下客人不可進入 Sugar

節日住宿禮遇‘Stay Above the Cloud’
到雲端裏歡度佳節，並沉醉於‘至上’的住宿體驗中，品味怡人風景及讓人垂涎三尺的佳餚。以每晚港幣 1,
480 元+10%起入住舒適客房及於天台酒吧 Sugar 享用歡迎飲品，頓時遠離城市喧囂；另外，客人可到一樓
咖啡廳 Domain 及充滿活力的全天候餐廳 FEAST (Food by EAST) 享用港幣 1,000 元餐飲簽賬額。

• 預訂時期: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18 日
• 入住時期: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 日
• 城市客房住宿一晚
• 第二晚房價可享半價優惠
• FEAST/ Domain 港幣 1,000 元+10%餐飲簽賬額
• Sugar 歡迎飲品兩杯
• 以半價購買 MOViE MOViE Cityplaza 正價之戲票
• 於任何馬拉松、GigaSports 及 Catalog 門店購物可免費成為積分會員並即享會員優惠
• 免費連接無線互聯網
• 免費使用戶外游泳池和 24 小時健身中心
• 免費茶品及自助咖啡機

詳情和條款及細則，請瀏覽酒店網站。

如欲預訂座位、聖誕外帶美食及房間，請致電 :
FEAST (Food by EAST) ，請電郵至 feastreservations@east-hongkong.com 或致電 +852 3968 3777
聖誕外帶美食，請於 48 小時前電郵至 feastaway@east-hongkong.com 或致電 +852 3968 3777
Sugar，請電郵至 reservations@sugar-hongkong.com 或致電 +852 3968 3738
房間預訂，請電郵至 reservations@east-hongkong.com 或致電 +852 3968 3808
- 完 -

關於香港東隅
東隅設有 339 間客房及 6 間套房，所有房間皆盡覽維港壯麗景觀或城市景色。酒店配備最先進的通訊科技，
專為別具品味的商務旅客而設，包括提供多條衛星及有線頻道的 37 吋高清液晶電視；手提電腦電源插槽；
以及覆蓋全酒店的免費寬頻和無線上網服務。

休閒設施方面，包括 24 小時健身中心 BEAST（Body by EAST），以及室外恆溫泳池。

鳥巢形的樓梯連接酒店地下及一樓全新集咖啡廳，休息室和共享工作空間於一身的 Domain，讓客人輕鬆工
作，充實玩樂。在嶄新空間的另一面是 FEAST（Food by EAST），提供煥然一新的餐飲概念，呈獻環球佳
餚及亞洲正宗特色美食，並同時推廣健康及可持續的生活模式。

位於 32 樓的頂層酒廊 Sugar 設有廣闊的露天平台，維多利亞港醉人景色盡入眼簾，並呈獻各式各樣的星級
及經典雞尾酒和酒吧小食，更有駐場 DJ 打碟助興。Sugar 接受私人預訂，可於日間舉行私人活動、會議、
團隊培訓活動、發佈會及派對。

東隅地理位置優越，鄰近太古港鐵站，距離中環亦僅為數分鐘車程。

關於太古酒店
太古酒店的成立，是為進一步於香港、中國內地及美國拓展旗下居舍系列和東隅兩個酒店品牌的業務發展。
每間酒店突破常規的風格，為追求個性、品味及貼心服務的旅客呈獻高格調的獨特體驗。

居舍系列是精心設計的高度個人化酒店，特點因地理位置而異 ，首先於 2008 年在北京開設瑜舍，隨後有香
港奕居、成都博舍，以及最新在 2018 年開幕的上海鏞舍。而東隅則是一個充滿時尚生活品味的休閒式商務
酒店品牌，強調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分別有香港東隅、北京東隅和邁阿密東隅。

查詢詳情，請聯絡：

香港東隅

香港東隅

傳訊總監

助理傳訊經理

Frances Mak

Selina Tang

電話：(852) 3968 3838

電話：(852) 3968 3839

電郵：francesmak@swirehotels.com

電郵：selinatang@swirehotels.com

香港東隅
傳訊主任
Tony Lee
電話：(852) 3968 3298
電郵：tonyhlee@swirehotels.com

關注我們：
EASTHongKong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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