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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全新的 MIRA MOON 展現別樹一格的酒店設計 

以中秋節為設計概念的精品酒店 Mira Moon 現已隆重開幕   

呈獻 Marcel Wanders 及 yoo 的首度藝術性合作 

 

香港，2013 年 11 月 29 日 ─ 香港最新的精品酒店 Mira Moon現已正式開幕，展現由 Wanders & yoo聯手

打造的設計酒店。Wanders & yoo是由被紐約時報譽為「設計界的 Lady Gaga」的荷蘭籍設計名師 Marcel 

Wanders 及國際知名建築設計事務所 yoo studio 所組成的，而這家充滿時尚氣息的 Mira Moon 正正是他

們的心血結晶。酒店別樹一格的設計概念，重新演繹了中國傳統中秋節的神話，並以曼妙的秋日色彩襯托

大膽的亮漆白及富麗的中國紅，交織出具荷蘭及中國格調的獨有設計。 

 

首屈一指的設計慨念 

美麗華集團委任 Wanders & yoo以現代手法重新演繹嫦娥奔月的傳統典故。古老傳說中的嫦娥因偷偷取了

天神賞賜后羿的長生不老藥，飛上雲霄被困在永恆的星空中，只有玉兔在月宮上陪伴她遙望著地上的愛人。

在 Wanders & yoo創意的後現代演繹中，無法回頭的嫦娥則把玉兔送回凡間，替自己在 Mira Moon 裡守護

著愛人后羿 ─ 成就這間充滿中國神話故事特色的精品設計酒店。 

 

設計概念的體現 

Wanders & yoo的創作總監Marcel Wanders巧妙地運用不同的空間與質感為Mira Moon帶來不拘一格的設

計。故事的三位主角 ── 嫦娥、玉兔及月亮均貫穿在酒店的設計當中。不論是於各客房樓層走廊裡，所

利用的烏木板及玻璃窗構成的貴麗圖案，以至高掛在酒店大堂那分別描繪了每位主角的三個大燈籠；Mira 

Moon 的每一個設計細節都訴說著這個動人的神話故事。 

 

作為 Design Hotels™的成員及 2013 – 2014 年度亞太酒店大獎（Asia Pacific Hotel Awards）的香港最佳

酒店內部裝潢設計獎（Best Hotel Interior Award）得主，Mira Moon 是荷蘭當代設計和中國傳統文化交融

的完美結合。貫徹中國工藝文化，酒店內的手工藝品、瓷器、水晶及木飾品均由本地工匠悉心打造。此外，

由荷藉設計大師 Marcel Wanders 與 Moooi 合作設計的傢俱，亦為酒店增添了微妙的幽默感和源源不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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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其中一個文化交匯的焦點便落在酒店大堂的幸運符飾牆上，細看圖案會發現代表繁榮的中國十二

生肖隱藏其中。 

 

在亞洲國家，人們一向會於秋天時節、明月最圓的時分慶祝嫦娥奔月的傳統典故。為配合這個詩情畫意的

季節，酒店上下均選用代表著秋天的橙色、啡色及青綠色為主色，再配以代表后羿紅弓的中國紅及白箭的

亮漆白，顏色配搭大膽鮮明。以牡丹為主題的圖案則貫穿酒店的每個角落，可見於華麗的羊毛真絲地毯、

木雕刻板及透薄的通花窗簾上，流露出優雅的中國韻味。 

 

至於客房浴室設計方面，牆身上鋪滿馬賽克瓷磚，細緻地描繪著朵朵燦爛盛放的牡丹花，而落地玻璃更可

讓賓客於偌大的浴室內，浸著日光浴，盡情飽覽維港景緻。每間浴室均設有步入式花灑淋浴間，洗手盤及

獨立坐厠，而大部份客房更設有獨立式浴缸。 

 

Wanders & yoo創意總監 Marcel Wanders 指出：「每當我做設計的時候，我都會讓自己沉醉於正在創作的

世界之中，任由情感駕馭，這正正是我構思 Mira Moon 時的過程。我與我的團隊共同構建了一家充滿個人

風格、浪漫與詩意，同時蘊藏豐富地道文化色彩的酒店。我相信這件完美的作品定能與香港人產生共鳴。」 

 

Marcel 續說：「我喜愛將幻想帶到現實生活中，而眾多古老傳說中，沒有任何一個故事比嫦娥奔月更為動人。

將這個詩情畫意的傳說轉化為 Mira Moon 設計概念的過程非常精彩，令我回味無窮。」 

 

高端科技的配合 

為滿足對科技有要求的旅客，Mira Moon 於客房內設置了一系列室內娛樂設施，其中包括 32 – 46 吋高清

寬頻電視，並內設國際頻道、電影點播和 AirPlay 室內音樂系統。商務旅客可隨意使用房內設有的 iPad mini

內預先加載的應用程式如 Skype、Dropbox 和 Bloomberg Anywhere；休閒旅客則可閱讀一系列預先加載

的電子書，或將 iPad 置於其房內的多功能音樂播放底坐上，享受由 DJ Helen Ting 親自混音的「Moon Tunes 

to sway to」音樂。酒店內所有客房及公共空間均提供免費 Wi-Fi，未來將會為賓客提供 1 Gbps 光纖網絡

及速度可達 100Mb 的上網服務。 

 

http://www.yoo.com/designers/wanders-and-yoo/


   

環境保護 

貴為中國 3 星綠色建築標籤得主，Mira Moon是香港其中三間正在申請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 ─ 新建工程

認可（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 New Construction; LEED NC-2009）的酒店。

酒店的能源節省裝置可較 LEED 設定的基準 （EP Act 1992 及 Uniform Plumbing Code/International 

Plumbing Code）節省超過 40%飲用水，即總容量達每年 4,550,000 公升。酒店同時亦注重節約用電，與

ASHRAE 建築節能標準 90.1-2007 基準線相比，每年的耗電量將低出 12%，即達 200,000 千瓦小時，或

168,000 公斤二氧化碳。在日光的照耀下，70 平方米的垂直綠化牆與佔地 87.45 平方米的綠化屋頂亦有效

降低酒店的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此外，經特別設計的酒店外牆則能確保所有能源和日光都能以最優

化的原則下使用，達至高效節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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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www.miramoonhotel.com。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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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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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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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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impactasia.sys.hk/  
登入: mira-moon 
密碼: 774mmh 

 
如欲索取詳情或傳媒查詢，請聯絡： 
Cohn & Wolfe-impactasia 
T: +852 3665 1000 
Amber Aldred amber.aldred@cohnwolfe.com   
Carbo Yu carbo.yu@cohnwol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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