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香港，2016年 1月 19日) ClubONE

熟食攤位，連續三年為廣大市民送上

 

全港情侶 「真‧優惠」 

每逢農曆新年，維園年宵都成為

飲集團，今年為全港情侶推出

完成指定情侶動作，便能於「

何美食，便可獲免費同款美食

美食，與身邊最愛甜蜜迎接新年

(有關優惠條款，請參考 P.3) 

 

全港長者 「真‧半價」 

農曆新年作為香港市民最重視的節日之

飯。ClubONE會所 1号過往一直

氛，今年全港 65歲或以上之長者

「真‧半價」優惠，務求鼓勵

馨暖意。 

(有關優惠條款，請參考 P.3) 

 

3大「廚魔」驚喜美食 

過去 2年，ClubONE會所 1号於維園年宵以成本價共售出逾

食」，好評如潮。今年，「蠔皇

續以成本價發售。另外，去年

理的分子料理於年宵迅速售罄

足市民對創意年宵美食的期待

 

1) 「黑松露蘿蔔糕」：於傳統新年必吃的蘿蔔糕中加入上等黑松露

2) 「托尼雞蛋仔」：以意大利著名賀年甜點

蛋漿加入檸檬及提子乾，味道

小姐私人品牌出品之獲獎紅酒炮製的朱古力紅酒醬

3) 「發財好事雞蛋仔」：打破

食材髮菜及蠔豉創作別開生面

(詳情請參考 P.4-5)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真‧優惠 真‧驚喜 

) ClubONE會所 1号今年以歷史高價 63萬再次投得維園年宵最大之

廣大市民送上「真‧優惠」及創意美食！ 

 

成為情侶熱門的拍拖勝地。ClubONE會所 1

今年為全港情侶推出「真‧優惠」。於年宵期間，情侶只需一同

「情人禮」成功挑機獲得「買一送一」情人證書

美食乙份！屆時全港情侶皆可以遠低於成本價品嚐

新年。 

 

 

農曆新年作為香港市民最重視的節日之一，每家每戶，男女老幼均會聚首一堂

往一直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鼓勵長者融入社會

歲或以上之長者於 ClubONE熟食攤位以長者八達通購買任

鼓勵長者參與這項香港人每年期待的新年慶祝活動

 

号於維園年宵以成本價共售出逾 10萬份鮑魚

皇鮑魚」、「花膠雞煲翅」及「臘味糯米飯」

去年連續兩屆榮獲三星米芝蓮星級大廚「廚魔

迅速售罄，不論視覺及口感，皆為廣大市民帶來難忘體驗

意年宵美食的期待，「廚魔」加推三款同樣玩味十足的賀年小食

於傳統新年必吃的蘿蔔糕中加入上等黑松露，中西合壁

以意大利著名賀年甜點「Panettone」(托尼甜麵包)

味道開胃醒神，配上「廚魔」精心挑選，

小姐私人品牌出品之獲獎紅酒炮製的朱古力紅酒醬，配搭創新。 

打破港式雞蛋仔多以甜味為口味，大膽以寓意

別開生面的鹹味雞蛋仔，繼續為廣大市民帶來驚喜及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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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發佈 

萬再次投得維園年宵最大之

1号作為高級婚宴及餐

一同回答簡單問題，或

情人證書，於攤位購買任

屆時全港情侶皆可以遠低於成本價品嚐 ClubONE 高檔

聚首一堂享用豐富團年

為鼓勵長者融入社會，一同感受賀年氣

長者八達通購買任何美食，均可享

慶祝活動，為全港送上溫

萬份鮑魚，吸引大批市民「爭

」等皇牌中式美饌將繼

廚魔」梁經倫先生親自主

皆為廣大市民帶來難忘體驗。今年，為滿

三款同樣玩味十足的賀年小食，分別是： 

中西合壁，芬香噗鼻 

)作為創作靈感來源，

，由美酒愛好者廖碧兒

大膽以寓意「發財好事」的高檔

繼續為廣大市民帶來驚喜及新年祝福。 



 

剩食回收傳暖意 

ClubONE會所 1号作為「會所式婚宴

事務一直不遺餘力。因此，今年

剩食與弱勢社群共享，讓關愛

 

關於 ClubONE會所 1号 

ClubONE匯聚全港特色婚宴場地

加上完美婚宴配套及主題婚宴佈置

旗下 12個宴會場地分別為九龍半山

萬濤、德藝會、主題餐廳西港城

場地位處香港及九龍中心地段

以至古典醉人的百年古堡，一應俱全

 

ClubONE會所 1号歷年獲得獎項

� 2015年： 香港工商業獎

� 2015年： 香港卓越服務

� 2015年： 新婚生活易新人至愛新酒樓婚宴

（第 3度榮獲）

 

關於

「廚魔

著名米芝蓮重量級名廚

餐廳

師，

摘 3

的封號

 

 

 

RSVP/ 傳媒查詢： 

聯絡人： 林珮君 (Carman Lam)

聯絡電話： (852) 2620 9397/ 6533 2738

電郵：  carmanlam@lifestylegroup.com.hk

 

聯絡人： 吳倩婷 (Sindy Ng

聯絡電話： (852) 2620 9353

電郵：  sindyng@lifestylegroup.com.hk

       

會所式婚宴」的創辦品牌，經營策略一直以快樂為本

今年品牌亦會繼續與非牟利機構「環保熊貓

讓關愛遍佈全港，於寒冬獻上一絲暖意。 

匯聚全港特色婚宴場地，適合舉辦各類中西式婚宴酒席、雞尾酒會

加上完美婚宴配套及主題婚宴佈置，在卓越的婚禮統籌團隊安排下，為各新人締造非凡婚宴

個宴會場地分別為九龍半山、九龍東、銀灘、淺水灣、科學園、

主題餐廳西港城‧大舞臺及將於 2016年第一季開業的太子東堤及海濱長廊

位處香港及九龍中心地段，位置優越，交通便利。由富麗堂皇、型格時尚的宴會餐廳

一應俱全。 

歷年獲得獎項 

香港工商業獎 (顧客服務)  - 顧客服務大獎 

服務名牌 

新人至愛新酒樓婚宴 - 會所 1号‧郵輪堤岸

） 

關於「廚魔」梁經倫先生 

廚魔」梁經倫(Alvin Leung)來自香港，英國出世

著名米芝蓮重量級名廚。Alvin本是一名工程師

餐廳，雖然沒受過任何正統廚藝的訓練，卻成為創意無限的天才廚

，屢次獲選米芝蓮星級名廚，其開設的 BO Innovation

3星的港廚餐廳。另外 Alvin瀟灑的外型也使他有

的封號 ！ 

(Carman Lam) 

(852) 2620 9397/ 6533 2738 

carmanlam@lifestylegroup.com.hk 

Sindy Ng)        

353/ 9834 0810 

sindyng@lifestylegroup.com.hk 

如欲下載高清照片

Host : ftp://115.160.155.106

Login : vendorftp1

Password : clubonepr26209397

Folder: FTP3 –Clu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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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樂為本，對關心社會

貓」合作，收集每天的

雞尾酒會、午間證婚盛會。

為各新人締造非凡婚宴。

、郵輪堤岸、博藝會、

年第一季開業的太子東堤及海濱長廊。

型格時尚的宴會餐廳，

郵輪堤岸 

英國出世，多倫多長大的

本是一名工程師，年過 40才決定開

卻成為創意無限的天才廚

BO Innovation 更成為首

瀟灑的外型也使他有「搖滾名廚」

  

如欲下載高清照片，請登入： 

ftp://115.160.155.106 

Login : vendorftp1 

Password : clubonepr26209397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全港情侶 「真‧買一送一

 

� 只適用於年宵期間於 ClubONE

� 成功完成指定「情人禮」遊戲之情侶將獲

� 每張優惠券只限使用乙次，

� 優惠適用於 ClubONE 熟食攤位所有食物

� 每張優惠券只可獲免費美食乙份

 

 

全港長者 「真‧半價」 

 

� 65歲或以上之長者須出示

� 必須於 ClubONE 熟食攤位的

� 優惠適用於 ClubONE 熟食攤位所有食物

� 每張長者八達通每天只可享優惠乙次

� 每次優惠最多只可獲 2 份美食半價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真‧優惠」條款詳情 

買一送一」 

ClubONE 熟食攤位完成指定「情人禮」遊戲之情侶

遊戲之情侶將獲「買一送一」優惠券乙張 

，不能重覆使用，只接受優惠券之正本 

熟食攤位所有食物 

只可獲免費美食乙份 

 

歲或以上之長者須出示有效之長者八達通方可享半價優惠 

熟食攤位的指定收銀處以長者八達通付款方可享半價優惠

熟食攤位所有食物 

只可享優惠乙次 

份美食半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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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侶 

八達通付款方可享半價優惠 



 

 

照片 食物名稱

 

蠔皇鮑魚

 

花膠雞煲翅

 

臘味糯米飯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推介美食 

食物名稱 售價 

(HK$) 

簡介

鮑魚 $30/份 經蠔皇汁慢火熬製後

於鮑魚之中，肉厚富咬感

身順口的美酒 

 

花膠雞煲翅 $30/份 翅質彈牙，翅湯奶白

成，湯汁鮮白濃郁

美容。湯底火侯熬得足時間

料，鮮味十足，絕不欺場

 

糯米飯 $20/份 三星米芝蓮「廚魔

飯炒得粒粒油潤飽滿且

糯中嚐到均勻，足料臘味味道香濃

色香味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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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經蠔皇汁慢火熬製後，精華完全滲透

肉厚富咬感，可配上乾

翅湯奶白，熬煮四小時而

湯汁鮮白濃郁，豐富的膠質養顏

湯底火侯熬得足時間，真材實

絕不欺場 

廚魔」最愛！ 

飯炒得粒粒油潤飽滿且清爽，煙韌軟

足料臘味味道香濃,，



 

 

照片 

 

黑松露蘿蔔糕

 

托尼

 

發財好事雞蛋仔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廚魔」出品 

食物名稱 售價 

(HK$) 

黑松露蘿蔔糕 $35/份 中西傳統美食的融合

味跟珍貴食材黑松露的香味互相

輝映，香氣逼人

平凡，盡顯 fushion

  

托尼雞蛋仔 $35/份 以 意 大 利 著 名 賀 年 甜 點

「Panettone」(

作靈感來源，蛋漿加入檸檬及提子

乾，味道開胃醒神

發財好事雞蛋仔 $35/份 港式地道小食

典中式食材髮菜蠔豉

蛋香與蠔豉的甘香味道

次，雞蛋仔內放入粒粒蠔豉

味道及口感令人一試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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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西傳統美食的融合，蘿蔔糕的鮮

味跟珍貴食材黑松露的香味互相

香氣逼人！於傳統中帶出不

fushion 貴氣 

以 意 大 利 著 名 賀 年 甜 點

(托尼甜麵包)作為創

蛋漿加入檸檬及提子

醒神，酸中帶甜 

地道小食雞蛋仔遇上傳統經

髮菜蠔豉，配搭新奇，

的甘香味道充滿層

雞蛋仔內放入粒粒蠔豉，濃郁

味道及口感令人一試難忘 



 

照片 

 

       

「ClubONE 年宵情人禮」 

傳媒發佈及試食會花絮 

 

照片描述 

 

ClubONE 維園年宵攤位推出長者半價及情侶買一送一

優惠 

 

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復華先生與穿著婚紗的模特兒即場

示範獲取「買一送一」優惠之「情人禮

 

三星米芝蓮大廚「廚魔」即場以廖碧兒小姐私人品牌

之獲獎紅酒炮製朱古力紅酒雞蛋仔醬汁

 

嘉賓合影 (由左至右)： 

ClubONE行政總廚李志棠大廚、 

三星米芝蓮大廚「廚魔」梁經倫先生

美酒愛好者廖碧兒小姐、 

ClubONE集團總經理蘇玉屏小姐、 

ClubONE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復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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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年宵攤位推出長者半價及情侶買一送一

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復華先生與穿著婚紗的模特兒即場

情人禮」遊戲 

即場以廖碧兒小姐私人品牌

之獲獎紅酒炮製朱古力紅酒雞蛋仔醬汁 

梁經倫先生、 

 

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復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