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帝樂文娜公館 二月甜蜜滿屋
浪漫住宿計劃 l 北歐花饌 l 爵士樂演唱會 l 原創雞尾酒

(香港，2018 年 1 月 25 日) – 二月，從來都是表達情意的最佳時刻。今個情人節，屢獲殊榮的豪華精
品酒店帝樂文娜公館真誠呈獻一系列窩心浪漫的住宿及餐飲活動，讓情侶們在酒店別具一格的氛圍之
中，親密地享受屬於自己的二人世界。
“Stay Close to Love” 甜蜜浪漫住宿計劃 (即日至 2018 年 2 月 16 日)
無論是入住流露著典雅氣息的豪華客房還是任何一間設計別出心裁的主題套房，賓客都可以享受房間
裡特別為情人節打造的裝飾、貼心的開床服務（包括精選葡萄酒乙瓶及甜蜜朱古力）
、雙人自助早餐及
於酒店正宗北歐餐廳 FINDS 享用三道菜晚宴（2 月 9、10、14 日特別呈獻六道菜情人節北歐花饌）
，女
士更可獲贈情人節小禮物帶回家中。
價目：

豪華客房 (港幣 1,688 元起 + 10%)，主題套房 (港幣 3,288 元起 + 10%)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帝樂文娜公館

預訂房間：

(852) 3763 8880 | rsvn@theluxemanor.com | www.theluxemanor.com

FINDS 愛語花香情人節北歐花饌 (2018 年 2 月 9、10 及 14 日)
芬蘭藉行政總廚 Jaakko Sorsa 精心設計六道北歐海鮮菜式，並悉心為每一道菜配上一種蘊含獨特花語的
食用花卉，帶領賓客的舌尖漫遊北歐愛神弗蕾亞的花園。這些優質的食用花卉全來自芬蘭南部，在採
摘後 48 小時內直送香港，確保最佳的新鮮度。
晚宴以法國貝隆生蠔配上頂級藍龍蝦籽和迷你馬鞭草花的 52℃慢煮生蠔展開序幕。另一道前菜輕煎茴

香帶子瑞典吐司口感層次豐富，茴香烤北海道帶子、鹽醃茴香及混合了酸忌廉的水煮帶子粒一層層疊
在自製孜然吐司上，再配上象徵和諧和甜夢的天藍繡球，令人回味無窮。接著是煙燻小白鱒魚，捕獲
自芬蘭湖泊的小白鱒魚滲出陣陣微妙的煙燻香氣，配上漬南瓜、青瓜蓉、煙燻鱒魚子和象徵著美滿愛
情的矢車菊，為愛侶送上美味可口的祝福。北歐海鮮湯以龍蝦、甜蝦、藍青口配上刁草忌廉，再伴上
代表著優雅女王榮譽的野胡蘿蔔花，正好表達她在您心中的地位。主菜提供兩個選擇，古法慢燒芬蘭

紅點鮭魚柳或慢煮澳洲和牛臉頰配藏紅花洋薏米意大利飯。以傳統方式慢燒的芬蘭紅點鮭魚柳外脆內
嫩，伴帶清新蘋果味的青蘋果花，提升魚肉的鮮甜味道。晚宴以白朱古力慕絲士多啤梨海綿蛋糕甜蜜
作結，這道經典甜品搭配青檸啫哩、開心果、士多啤梨果漿及馬鞭草，味道甜蜜又清新。
價錢

: 每位港幣788元，包一杯法國香檳 Charles Heidsieck Brut Reserve
(2月8日前確認訂座可享9折早鳥優惠)

地址

: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帝樂文娜公館 1 樓 FINDS
THE LUXE MANOR 帝樂文娜公館
39 kimberle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
T: +852 3763 8888 | F: +852 3763 8899 | WWW.THELUXEMANOR.COM

訂座

: (852) 2522 9318 | reservations@finds.com.hk | www.finds.com.hk

Dada Bar + Lounge 爵士音樂會和醉人雞尾酒延續浪漫一夜
品嘗頂級美饌後，不妨到 Dada Bar + Lounge 延續浪漫一夜。三位才華洋溢的音樂家，包括香港頂級爵
士結他手包以正 (Eugene Pao)、爵士歌姬尚羚 (Sherine Wong) 以及結他手 Ron Ng，將會在這個優雅的
場地，演出一場名為 Love Between Lines 的音樂會。一面朗讀經典愛情詩詞，一面以結他奏出配合意
境的音調，並唱出動人的爵士情歌，把您心中的甜言蜜語獻給您最愛的另一半。
日期及時間

:

2018 年 2 月 10 日 (星期六) 晚上 9 時至 11 時 45 分

價錢

:

最低消費每位港幣180元

地址

: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帝樂文娜公館 2 樓 Dada Bar + Lounge

訂座

:

(852) 3763 8778 | info@dadalounge.com | www.dadalounge.com.hk

要舉杯細味專屬情人節的雞尾酒，首選 Chocolate Tang-tini (港幣 128 元)。這杯酒味香濃的雞尾酒由
Dada 調酒師聯同著名本地設計師鄧達智攜手調配，神秘的配方加入瑰麗晶瑩的玫瑰鹽，入口充滿驚喜。
另一杯特別為女士們調配的 Soulfly，微甜的菠蘿果味幾乎掩蓋了伏特加的甘烈口感，加上粉色可愛造
型，令情人節氣氛更見甜蜜。

帝樂文娜公館簡介
以「超現實主義」為設計概念的型格精品酒店帝樂文娜公館於 2006 年開業，位處尖沙咀黃金地段，毗
鄰精采夜生活熱點的諾士佛臺，設有 153 間客房、6 間主題套房及各類型優越設施。帝樂文娜公館由
本地酒店及餐飲投資集團廣域理念有限公司 (GR8 Leisure Concept Limited) 管理。有關詳情，歡迎瀏
覽網頁 www.theluxemanor.com。
＊編輯垂注：The Luxe Manor (發音為「Deluxe Manor」) 為酒店正式註冊名稱。
FINDS 簡介
FINDS 是香港正宗北歐餐廳，由芬蘭籍星級名廚 Jaakko Sorsa 主理的菜式獲獎無數，廣受熱捧。餐廳
名稱代表北歐五國：芬蘭 (Finland)、冰島 (Iceland)、挪威 (Norway) 、丹麥 (Denmark)及瑞典
(Sweden)。菜式以北國四季作為靈感，大部分時令食材和海鮮均從北歐直接入口，配合煙燻、醃漬、
發酵等北歐經典烹調手法，呈獻食物最清新、樸實、細緻的味道。
Dada Bar + Lounge 簡介
取名自曾轟動世界藝壇的達達藝術運動 (Dadaism)，Dada Bar + Lounge (Dada)設計揉合抽象與虛幻。
迴異而不拘一格的精心裝潢，正正與達達藝術家的原創精神遙相呼應，打造出奇幻瑰麗的視覺享受。

THE LUXE MANOR 帝樂文娜公館
39 kimberle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
T: +852 3763 8888 | F: +852 3763 8899 | WWW.THELUXEMANOR.COM

創新的雞尾酒和精緻小食，為味蕾帶來前所未有的刺激。逢星期一至四晚上 7 時至 10 時；星期五及六
晚上 9 時半至深夜設有駐場樂隊及不同的文化娛樂表演。

傳媒查詢，請聯絡：
帝樂文娜公館
黃嘉寶 (Vivian Wong)
助理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852) 3763 8826
傳真：(852) 3763 8833
電郵：vivian.wong@theluxemanor.com

“Stay Close to Love” 甜蜜浪漫住宿計劃讓情侶們親

賓客都可以享受房間裡特別為情人節打造

密地享受屬於自己的二人世界。

的裝飾、貼心的開床服務。

輕煎茴香帶子瑞典吐司口感層次豐富，

煙燻小白鱒魚配上象徵著美滿愛情的矢車菊，

配上象徵和諧和甜夢的天藍繡球，令人回味無窮。

為情侶送上美味可口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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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kimberle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
T: +852 3763 8888 | F: +852 3763 8899 | WWW.THELUXEMANOR.COM

帶清新蘋果味的青蘋果花把

晚宴以白朱古力慕絲士多啤梨海綿蛋糕甜蜜作結。

古法慢燒芬蘭紅點鮭魚柳的鮮甜味道提升。

品嘗頂級美饌後，不妨到 Dada Bar + Lounge
延續浪漫一夜。

香港頂級爵士結他手包以正、爵士歌姬尚羚以及結他
手 Ron Ng，將演出一場名為 Love Between Lines 的音
樂會。

要舉杯細味專屬情人節的雞尾酒，

另一杯特別為女士們調配的 Soulfly，

首選 Chocolate Tang-tini。

令情人節氣氛更見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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