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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居迎接开幕十周年里程碑

呈献「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优惠及周年庆 2009 美酒配对菜单
香港， 2019 年 9 月 6 日 – 奕居今年迎接开幕十周年，多年来重新定义个性化服务及低调的奢华。为庆
祝这个里程碑，酒店特别设计「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优惠， 邀请全球旅客体验令奕居十年旅程非凡的
团队及服务， Café Gray Deluxe 亦推出周年庆美酒配对菜单，以一系列 2009 Vintage 佳酿配对四道菜式晚
餐。
太古酒店于 2009 年为居舍系列的第二间酒店奕居揭幕，旨在建立一间突破常规的豪华酒店，为客人提
供高度个性化服务。奕居的设计融入当代东方风格，宛如私人宁静居所，处处流露出低调的奢华。每位
奕居团员皆个性鲜明，热爱生活，乐于协助宾客。凭借团队的专业服务，奕居多年来获奖无数，包括最
近 TripAdvisor 2019 旅行者之选中国区最佳豪华酒店第一位、亚洲区最佳豪华酒店第三位，及《Conde
Nast Traveler》杂志 Gold List 2019 – 中国最佳酒店。
酒店总经理 Marcel Thoma 见证了奕居开业，表示 :「我们很多同事自开业以来加入酒店，很高兴和他们
一起分享这个重要时刻，他们的努力除了造就酒店的成功外，更印证了各人的成长。我很庆幸有如此优
秀的团队，他们是奕居奢华服务的灵魂。」
「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优惠
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旅客可预订「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优惠，Studio 80 房价由每晚港币
$5,700 起，凡预订两晚或以上，即可享受由客务关系团队主领的香港历奇、Café Gray Deluxe 每日双人早
餐、每次入住港币$ 1,010 酒店消费额、机场来回接送、Café Gray Deluxe 挑选的 2009 年 Vintage 餐酒一
支、MATCHESFASHION.COM 独家迎宾礼品及 TASCHEN 书籍可供阅览。
奕居套房房价由每晚港币$11,500 起，可享丰富额外礼遇，包括升级至每日港币$1,010 酒店消费额及深
受奕居客人欢迎的 Yardbird Hong Kong 双人晚餐 。
客人可选择与客务关系团队中的五位达人展开香港历奇，包括美食猎人、探索家、艺文达人、潮购女王
及本地通，乘坐酒店专车展开 3 小时的旅程。他们会按照客人的喜好，量身设计不同的行程。 客务关系
总监及美食猎人邓颖豪表示:「我们必需先了解客人的喜好，才能给适合的推荐，不能一概而论，只死
板跟从旅游书。 我热爱在闲事发掘不同的美食体验，包括传统、新潮或另类的餐厅，有助我为客人提
供第一手资料。」

Café Gray Deluxe – 周年庆美酒配对菜单
在 2019 年 10 月 1 至 31 日期间， Café Gray Deluxe 推出周年庆美酒配对菜单，由屡获殊荣的首席品酒师
区绍伦精心挑选 2009 年的佳酿，配对四道菜式，包括北海道带子配鱼子酱、烤红鲷鱼配熏衣草白酒汁
或慢煮小牛面颊配红花米形意粉，及朱古力饼配香浓咖啡和杏仁酒。 周年庆美酒配对菜单每位港币
$1,260。
陈年佳酿更为醇厚，并提升餐饮体验。首席品酒师区绍伦表示 :「2009 年不只是我们酒店开业的好年份，
更是酿酒的好年份。当年欧洲全年的气候极佳，适逢天时地利，令 2009 的美酒份外香醇。」
Café Gray Deluxe 与英式气泡酒生产商先驱 Nyetimber 合作，首十位预订十人或以上订座的客人，即可获
得 Nyetimber 1086 Rosé Magnum 一瓶。 Nyetimber 1086 Rosé 首次登陆香港，客人可以一尝首支英国出品
的 Cuvee 气泡酒。
1086 是 Nyetimber 酒庄中最尊贵的出品，印证了酒庄主人 Eric Heerema 对在英国酿制世界级气泡酒的信
心。 1086 由首席酿酒师 Cherie Spriggs 悉心挑选超过 90 款珍贵佳酿酿制而成。
Café Gray Deluxe – 十年美酒选单
首席品酒师区绍伦同时细选 10 年美酒选单，展示多款于 2009 年出品的佳酿，呈现在奕居开幕的同年，
由各大酒庄出品的葡萄酒。 美酒选单的第二部分列出一系列酒庄界的后起之秀，包括来自葡萄牙、中
国及保加利亚等地鲜为人知的酒庄，值得在未来十年加以关注。美酒选单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供应。
*受条款及细则限制
以上价目附 10% 服务费
请前往 www.upperhouse.com/sc/the-house/our10yearjourney 或致电 +852 2918 1838 了解详情或预订。
十周年庆祝活动陆续推出，密切留意!
#Our10YearJourney #TUHTurns10
#CafeGrayDeluxe #ThisView #FoodHaven
#TheUpperHouse #OurHouseIsYourHouse #TheHouseCollective #Swire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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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yetimber
30 多年来，Nyetimber 一直秉承独一无二的宗旨：就是酿制卓尔不凡，世上巅峰质量无可比拟的英式气
泡酒。Nyetimber 是首个独家栽种三款享负盛名葡萄品种的英式气泡酒生产商，可说是真正的先驱。该
三款葡萄为：黑皮诺 (Pinot Noir)、皮诺莫尼耶 (Pinot Meunier) 和莎当妮 (Chardonnay)。Nyetimber 采用
百分百庄园栽种的葡萄酿制，被誉为英格兰最卓越非凡的气泡酒。酒庄主人暨行政总裁 Eric Heerema 与
酿酒大师 Cherie Spriggs 毕生致力酿制质量与别不同的葡萄酒。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nyetimber.com
Instagram：@nyetimber／Twitter: @Nyetimber／Facebook：Nyetimber Wines #nyetimber #perfectlybritish
关于奕居
奕居由屡获殊荣的建筑师傅厚民设计，流露低调的奢华，为客人提供高度个性化服务。 The Upper
House 象征 「Upward Journey」，远离都市繁嚣。「奕居」的「奕」有高大， 盛美之意，体现英文名字
中「Upper」的含义。同时「奕居」与「宜居」在普通话读法上有谐音，「宜居」有「合适居所」的意
思。
奕居的设计巧妙地利用天然素材、独特的雕刻品及原创艺术品，打造充满亚洲设计韵味的宁静居所。奕
居的 117 间客房坐拥醉人的维多利亚港海景或优雅城市景观，包括 21 间套房及 2 间顶层套房，面积由
730 平方尺 (68 平方米) 起，为香港之冠。The Lawn 彷如城市绿洲，客人可在此享受特制鸡尾酒，或投
入免费的健体班，舒展身心。Sky Lounge 设有壁炉，气氛温馨亲切，全日提供多款餐饮及鸡尾酒，更是
奕居主办的著名分享会 Up Close 场地。
Café Gray Deluxe 的设计灵感源自旧巴黎豪华咖啡厅，位于 49 楼，俯瞰维港，由重临香江的国际名厨
Gray Kunz 主理，菜式融合经典欧洲风格及 Chef Gray 多年来在欧洲、亚洲、美洲工作所得的灵感。奕居
位于港岛区金钟的太古广场 ─ 汇聚商业、购物及酒店的多元化顶级综合商业中心。四间居舍系列之一的
奕居，于 2019 年庆祝开业十周年。

关于太古酒店
太古酒店的成立，是为进一步于香港、中国内地及美国拓展旗下居舍系列和东隅两个酒店品牌的业务发
展。每间酒店突破常规的风格，为追求个性、品味及贴心服务的旅客呈献高格调的独特体验。

居舍系列是精心设计的高度个人化酒店，特点因地理位置而异 ，首先于 2008 年在北京开设瑜舍，随后
有香港奕居、成都博舍，以及最新在 2018 年开幕的上海镛舍。而东隅则是一个充满时尚生活品味的休
闲式商务酒店品牌，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分别有香港东隅、北京东隅和迈阿密东隅。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繋：
Jacqueline Matthews
传讯总监
奕居
电话： +852 3968 1023
电邮： jacquelinematthews@swirehotels.com

Pansy Chung
市场主任
奕居
电话： +852 3968 1022
电邮： pansychung@swire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