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帝樂文娜公館呈獻「Be a Dreamer 小小夢想家」親子住宿假期  

兒童職業體驗．與德國著名玩具品牌 HAPE 破天荒聯乘打造兒童遊樂園． 

與「Little Scientist 小小科學超人」合辦的科學探索 STEM 工作坊 

  

香港，2021 年 6 月 30 日 - 暑假將至，位於尖沙咀的帝樂文娜公館將於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推出多項食宿假期住宿優惠，當中更首次推出以親子為主的「Be a Dreamer 小

小夢想家」住宿假期，為小朋友提供以職業體驗、技能探索、藝術創作及科學探索（STEM）

四大發展類別的工作坊，讓小朋友於探索的過程中發掘夢想。同時，酒店更聯同著名德國木製

玩具品牌 HAPE 打造「HAPE 遊歷家親子遊樂園」，提供一系列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兒童成長

玩具予小朋友盡情玩樂。酒店更為小朋友提供專屬的日用品，並於入住時送上「探索護照」，

於酒店內完成「超現實遊蹤」任務換取精美禮品。 

  

「小小夢想家」助小朋友探索夢想  

帝樂文娜公館將於今夏推出多元化親子活動助小朋友探索夢想，小朋友可化身成為小廚師、

小調酒師及小管家等職業，體驗各行各業的樂趣及發掘各自的夢想。酒店亦將首次與勇奪香

港多個大獎的科學機構「Little Scientist 小小科學超人」合辦科學探索 STEM 工作坊，每堂

均以多元化的的科學實驗及探索活動，提升小朋友對科學的興趣、創意、知識和觸覺，藉此引

領小朋友於科學品德及價值觀上成長。其他工作坊包括繪本共讀時段、親子體操活動及一系列

以藝術創作為主的工作坊，令整個住宿提驗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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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E 遊歷家親子遊樂園  

酒店更將聯同著名德國木製玩具品牌 HAPE 打造「HAPE 遊歷家親子遊樂園」，提供一系列

以 FSC 認證的天然實木及天然無毒無味顏料製造的玩具，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小孩。玩具包括

不同音樂系列、角色扮演、大小肌肉訓練、火車拼砌及 STEM 玩具等。作為 HAPE 的皇牌產

品，廚房系列的玩具一直深得小朋友歡心，透過角色扮演培養小朋友的想像力之餘，也能使其

明白到分享及合作的重要性，從而促進社交能力。木製火車拼砌玩具是另一款別受歡迎的玩具，

其多樣性更可訓練小朋友的創意及組織能力；音樂玩具則可培養小朋友的音感及手腦協調性；

STEM 系列則是時下最流行的教學方法之一，是小朋友探索科學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HAPE

亦不忘小朋友的大小肌肉發展，將設置多款訓練性玩具如「跳飛機」遊戲等。「HAPE 遊歷家

親子遊樂園」的開放時間為每天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每節為 45 分鐘，每節之間將進

行消毒清潔以確保賓客的健康及安全。 



             

 

 
 

酒店藏寶遊戲「超現實遊蹤」 

作為以超現實主義為設計概念的精品酒店，帝樂文娜公館蘊含多項超現實主義的元素及藝術品，

小朋友更可於專屬櫃位登記並獲發「探索護照」參加藏寶遊戲「超現實遊蹤」，於酒店內遊走

並完成任務換取精美禮品。小朋友將可透過是次遊戲加深了解超現實主義的概念及相關的著名

藝術家，藉此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童書入酒店」 

酒店與兒童教育團體「綠腳丫親子讀書會」首度推出「童書入酒店」項目，由創辦人柯佳列先

生(Kenny)及團隊親自挑選多類圍繞環保、藝術、個人成長及親子關係等主題的繪本，讓住客

在住宿期間也盡享親子閱讀的樂趣。同時，酒店亦會安排免費繪本共讀環節予賓客參加，藉此

放下電子產品投入繪本世界的無限想像空間。 

  
 
 

支持母乳餵哺 

母乳餵哺對胎兒成長及媽媽的健康好處甚多，帝樂文娜公館除了照顧到小朋友所需，亦顧及母

乳餵哺媽媽的需要，特意將客房改裝成為哺乳室，並提供一系列相關配套如尿片更換墊、暖奶

器、奶樽消毒器及衞生消毒用品等，為媽媽提供一個私密舒適的環境享受親子最親密的時光。 



             

 

 
  

「Be a Dreamer 小小夢想家」住宿優惠的入住期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星期日至

五定價為每晚港幣 988 元，星期六入住定價為港幣 1,188 元起，並贈送港幣 800 元餐飲消費

額於入住期間到酒店餐廳 FINDS 及酒吧 Dada Bar + Lounge 使用。FINDS 更貼心推出

「FINDS x Done by Deer 兒童套餐」，包括三款主菜選擇、自家製雪糕伴新鮮雜果及果汁，

供小朋友享用。 

 

「Be a Dreamer 小小夢想家」專享禮遇 

 長達 30 小時住宿體驗 (可提早於中午 12 時登記入住至翌日下午 6 時退房，視乎供應情況

作確認） 

 免費升級至尊尚客房供最多兩位成人及兩位小童入住 

 每房每晚贈送港幣 800 元餐飲消費額於酒店餐廳 FINDS 及酒吧 Dada Bar + Lounge 使用 

 兒童迎賓禮物 

 免費使用「HAPE 遊歷家兒童遊樂園」（開放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45 分) 

 免費參加各項工作坊及親子活動  (每次入住最多參與 3 款工作坊) 

 免費借閱精選繪本享受親子共讀時間 

 客房內迷你酒吧及房內用餐菜單半價優惠（餐酒除外） 

 FINDS 及 Dada Bar + Lounge 餐飲七折優惠 (只適用於單點菜單) 

 免費使用健身室 

 

*各項工作坊及親子活動設人數限制，需提早預約，額滿即止。 

 

 
酒店特設親子客房 

 
FINDS x Done by Deer 兒童套餐 

 
活動日程 

 



             

 

 
 

「夢想家」升級禮遇 

酒店更特設兩間別具特色的主題套房，分別為以北歐冰雪世界為題的「NORDIC」及充滿中東

情懷的「SAFARI」，客人可享優惠價港幣 2,988 元(房價原價為港幣 5,880 元) 入住上述升級

主題套房，除了享受「Be a Dreamer 小小夢想家」住宿假期的禮遇外，賓客更獲贈免費早餐

予最多兩位大人及兩位小朋友享用，酒店亦會提供特色服裝於房內作主題攝影之用，讓賓客發

掘多重驚喜。 

 
以北歐冰雪世界為題的「NORDIC」 

 
充滿中東情懷的「SAFARI」 

 
  

其他住宿假期優惠  

除了以小朋友為主的住宿假期，帝樂文娜公館酒店另推出三款住宿假期以滿足不同賓客所需， 

一眾食饕則可選擇「夏日食饗假期」，於星期日至星期四預訂可以港幣 688 元預訂客房一晚，

星期五及星期六則只需港幣 888 元，兩者均會獲得房價相同金額的餐飲消費額於酒店餐廳及

酒吧 FINDS 及 Dada Bar + Lounge 使用，品嘗各類特色美食及美酒。  

  

渴望與閨密或好友聚會的則可選擇「與閨密暢飲」住宿假期。賓客除可享 33 小時住宿體驗及

港幣 300 元餐飲消費額外，更可到 Dada Bar + Lounge 享受兩小時無限量添加的小食及飲品，

當中更不乏指定酒類飲品，實行舉杯暢飲，價錢為每晚港幣 1,080 元。  

 

「北歐體驗之旅」讓賓客可入住酒店主題套房「NORDIC」，坊如置身北歐冰雪酒店的同時，

更可於北歐餐廳 FINDS 品嘗其特色菜單「The Nordic Journey」，品嘗雲集北歐五國包括丹

麥、挪威、冰島、芬蘭及瑞典別具特色的菜式，配以北歐五國精心釀製的美酒及富設計風格

的高級餐具，為賓客呈現北歐的精神及特色，價錢為每晚每兩位港幣 3,576 元。  

 
 

*以上費用將另收取加一服務費。所有禮遇將以官方網站上所示為準。 

如有查詢或預訂，請電郵至 rsvn@theluxemanor.com 或致電(852) 3763 8880 與訂房部聯絡。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 號帝樂文娜公館  

電話：(852) 3763 8888 

電郵：info@theluxemanor.com  

網址：https://www.theluxemanor.com/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heluxemanor/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theluxemanorhk 



             

 

 

@FINDShongkong @theluxemanorhk #FINDShongkong #theluxemanorhk  
 
 

如需更多高像素圖片，請與帝樂文娜公館聯絡或到以下網址下載：https://bit.ly/3ds3k3F 

 
  

 

 

關於帝樂文娜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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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酒吧 Dada Bar + Lounge 以別具一格的創意裝潢，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震撼藝壇的達達

藝術運動致敬，同時讓賓客感受非一般的藝術氣息，滿足時尚一族及商務旅客對奢華雅致體驗

和生活品味的追求。極具代表性的 FINDS 以森林為設計概念，餐廳特別挑選天然木材營造大

自然的景觀，猶如將室外的樹林融入室內的用餐環境。環境寬敞舒適，特別適合親朋好友共享

精采而難忘的餐飲體驗。帝樂文娜公館由本地酒店及餐飲集團廣域理念有限公司  (GR8 

Leisure Concept Ltd.) 管理。 

 

關於廣域理念有限公司 

廣域理念有限公司於 2004 年成立，為創新的酒店及餐飲集團，於香港及中國擁有並管理七個

品牌，業務範圍包括：酒店、餐廳及酒吧。位於尖沙咀以「超現實主義」作設計概念的設計師

精品酒店帝樂文娜公館，酒店內備有兩間別具一格的餐飲場所：全港正宗北歐餐廳 FINDS 及

取名自達達藝術運動的酒吧 Dada Bar + Lounge。此外，集團在香港另設一間沙灘旁餐廳

Cafe Roma，坐擁馬灣東灣沙灘美景。集團的第二間精品酒店物業蘇哥利酒店，座落於中國

蘇州，酒店開設了歐陸美食餐廳一零一餐廳及酒吧品牌 Bar Soul，將獨特復古及工業設計風

格帶進蘇哥利酒店。 

 

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theluxemanor.com。 

 

 

傳媒查詢，請聯絡：  

帝樂文娜公館 

梁鍚泓 (Calvin Leung) 

助理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852) 3763 8867  

電郵：calvin.leung@theluxeman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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