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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居迎接開幕十周年里程碑

呈獻「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優惠及周年慶 2009 美酒配對菜單
香港， 2019 年 9 月 6 日 – 奕居今年迎接開幕十周年，多年來重新定義個性化服務及低調的奢華。為慶
祝這個里程碑，酒店特別設計「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優惠， 邀請全球旅客體驗令奕居十年旅程非凡的
團隊及服務， Café Gray Deluxe 亦推出周年慶美酒配對菜單，以一系列 2009 Vintage 佳釀配對四道菜式晚
餐。
太古酒店於 2009 年為居舍系列的第二間酒店奕居揭幕，旨在建立一間突破常規的豪華酒店，為客人提
供高度個性化服務。奕居的設計融入當代東方風格，宛如私人寧靜居所，處處流露出低調的奢華。每位
奕居的團員皆個性鮮明，熱愛生活，樂於協助賓客。憑藉團隊的專業服務，奕居多年來獲獎無數，包括
最近的 TripAdvisor 2019 旅行者之選中國區最佳豪華酒店第一位、亞洲區最佳豪華酒店第三位，及
《Conde Nast Traveler》雜誌 Gold List 2019 – 中國最佳酒店。
酒店總經理 Marcel Thoma 見証了奕居開業，表示 :「我們很多同事自開業以來加入酒店，很高興和他們
一起分享這個重要時刻，他們的努力除了造就酒店的成功外，更印證了各人的成長。我很慶幸有如此優
秀的團隊，他們是奕居奢華服務的靈魂。」
「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優惠
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旅客可預訂「奕居 ‧ 十年旅程」住宿優惠，體驗成就奕居非凡的原因。
Studio 80 房價由每晚港幣$5,700 起，凡預訂兩晚或以上，即可享受由客務關係團隊主領的香港歷奇、
Café Gray Deluxe 每日雙人早餐、每次入住港幣$ 1,010 酒店消費額、機場來回接送、Café Gray Deluxe 挑
選的 2009 年 Vintage 餐酒一支、MATCHESFASHION.COM 獨家迎賓禮品及 TASCHEN 書籍可供閱覽。
奕居套房房價由每晚港幣$11,500 起，可享豐富額外禮遇，包括升級至每日港幣$1,010 酒店消費額及深
受奕居客人歡迎的 Yardbird Hong Kong 雙人晚餐 。
客人可選擇與由客務關係團隊中的達人展開香港歷奇，包括美食獵人、探索家、藝文達人、潮購女王及
本地通，乘坐酒店專車展開 3 小時的旅程。他們會按照客人的喜好，度身設計不同的行程。 客務關係總
監及美食獵人鄧穎豪表示:「我們必需先了解客人的喜好，才能給適合的推薦，不能一概而論，只死板
跟從旅遊書。 我熱愛在閒事發掘不同的美食體驗，包括傳統、新潮或另類的餐廳，有助我為客人提供
第一手資料。」
Café Gray Deluxe – 周年慶美酒配對菜單
在 2019 年 10 月 1 至 31 日期間， Café Gray Deluxe 推出周年慶美酒配對菜單，由屢獲殊榮的首席品酒師
區紹倫精心挑選 2009 年的佳釀，配對四道菜式，包括北海道帶子配魚子醬、烤紅鯛魚配薰衣草白酒汁

或慢煮小牛面頰配紅花米形意粉，及朱古力餅配香濃咖啡和杏仁酒。 周年慶美酒配對菜單每位港幣
$1,260。
陳年佳釀更為醇厚，並提升餐飲體驗。 首席品酒師區紹倫表示 :「2009 年不只是我們酒店開業的好年份，
更是釀酒的好年份。當年歐洲全年的氣候極佳，適逢天時地利，令 2009 的美酒份外香醇。」
Café Gray Deluxe 與英國頂尖氣泡酒酒莊 Nyetimber 合作，首十位預訂十人或以上訂座的客人，即可獲得
Nyetimber 1086 Rosé Magnum 一瓶。 Nyetimber 1086 Rosé 首次登陸香港，客人可以一嚐首支英國出品的
Cuvee 氣泡酒。
1086 是 Nyetimber 酒莊中最尊貴的出品，印證了酒莊主人 Eric Heerema 對在英國釀製世界級氣泡酒的信
心。 1086 由首席釀酒師 Cherie Spriggs 悉心挑選超過 90 款珍貴佳釀釀製而成。
Café Gray Deluxe – 十年美酒選單
首席品酒師區紹倫同時細選 10 年美酒選單，展示多款於 2009 年出品的佳釀，呈現在奕居開幕的同年，
由各大酒莊出品的葡萄酒。 美酒選單的第二部分列出一系列酒莊界的後起之秀，包括來自葡萄牙、中
國及保加利亞等地鮮為人知的酒莊，值得在未來十年加以關注。美酒選單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供應。
*受條款及細則限制
以上價目附 10% 服務費
請前往 www.upperhouse.com/tc/the-house/our10yearjourney 或致電 +852 2918 1838 了解詳情或預訂。
十周年慶祝活動陸續推出，密切留意!
#Our10YearJourney #TUHTurns10
#CafeGrayDeluxe #ThisView #FoodHaven
#TheUpperHouse #OurHouseIsYourHouse #TheHouseCollective #Swire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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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慶美酒配對菜單

關於 Nyetimber
30 多年來，Nyetimber 一直秉承獨一無二的宗旨：就是釀製卓爾不凡，世上巔峰品質無可比擬的英式氣
泡酒。Nyetimber 是首個獨家栽種三款享負盛名葡萄品種的英式氣泡酒生產商，可說是真正的先驅。該
三款葡萄為：黑皮諾 (Pinot Noir)、皮諾莫尼耶 (Pinot Meunier) 和莎當妮 (Chardonnay)。Nyetimber 採用
百分百莊園栽種的葡萄釀製，被譽為英格蘭最卓越非凡的氣泡酒。酒莊主人暨行政總裁 Eric Heerema 與
釀酒大師 Cherie Spriggs 畢生致力釀製品質與別不同的葡萄酒。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nyetimber.com
Instagram：@nyetimber／Twitter: @Nyetimber／Facebook：Nyetimber Wines #nyetimber #perfectlybritish
關於奕居
奕居由屢獲殊榮的建築師傅厚民設計，流露低調的奢華，為客人提供高度個性化服務。 The Upper
House 象徵 「Upward Journey」，遠離都市繁囂。「奕居」的「奕」有高大， 盛美之意，體現英文名字
中「Upper」的含義。同時「奕居」與「宜居」在普通話讀法上有諧音，「宜居」有「合適居所」的意
思。
奕居的設計巧妙地利用天然素材、獨特的雕刻品及原創藝術品，打造充滿亞洲設計韻味的寧靜居所。奕
居的 117 間客房坐擁醉人的維多利亞港海景或優雅城市景觀，包括 21 間套房及 2 間頂層套房，面積由
730 平方尺 (68 平方米) 起，為香港之冠。The Lawn 彷如城市綠洲，客人可在此享受特製雞尾酒，或投
入免費的健體班，舒展身心。Sky Lounge 設有壁爐，氣氛溫馨親切，全日提供多款餐飲及雞尾酒，更是
奕居主辦的著名分享會 Up Close 場地。
Café Gray Deluxe 的設計靈感源自舊巴黎豪華咖啡廳，位於 49 樓，俯瞰維港，由重臨香江的國際名廚
Gray Kunz 主理，菜式融合經典歐洲風格及 Chef Gray 多年來在歐洲、亞洲、美洲工作所得的靈感。奕居
位於港島區金鐘的太古廣場 ─ 滙聚商業、購物及酒店的多元化頂級綜合商業中心。四間居舍系列之一的
奕居，於 2019 年慶祝開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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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繋：
Jacqueline Matthews
傳訊總監
奕居
電話： +852 3968 1023
電郵： jacquelinematthews@swirehotels.com

Pansy Chung
市場主任
奕居
電話： +852 3968 1022
電郵： pansychung@swire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