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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舉行一系列精彩活動，慶祝成立 150 周年
半島酒店集團、山頂纜車，山頂凌霄閣及淺水灣影灣園之母公司 -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
限公司今年適逢創業一個半世紀，見證經典傳承 150 年
香港，2016 年 11 月 25 日：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精心策劃一系列活動，以慶祝公
司創業 150 周年，並向香港以及公司的全球合作夥伴、客人及友好致以衷心謝意。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前身香港大酒店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Hotel Company,
Limited) 成立於 1866 年 3 月 2 日，1923 年與上海酒店有限公司合併為香港上海大酒店
有限公司，至今仍然是全球歷史最悠久並仍然營運中的小型豪華酒店集團。香港上海
大酒店有限公司為最早於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的公司之一，亦是目前香港公司註冊處
登記冊上歷史最悠久的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於香港誕生，其故事一個半世紀以來與
香港的歷史緊密相連，而其發展歷程亦反映了百多年來全球旅遊業發展的軌跡。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表示：「過去是未來的基礎，公司的歷史
繼續引領著目前的營運理念。香港上海大酒店中外知名，有賴公司同仁堅守以社會責
任、正直真誠以及可持續發展為本的理念。時至今日，香港半島酒店、山頂纜車、山
頂凌霄閣及淺水灣影灣園，依然是香港最有代表性的旅遊勝地及景點，而半島酒店集
團業務亦已拓展至亞洲及美國，最近更首度進軍歐洲市場。今年適逢公司成立百五周
年之喜，正好提醒大家勿忘香港的輝煌歷史，並期望與大家一起細味香港上海大酒店
的優秀傳統。」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郭敬文先生表示：「大家只要回顧公司的歷史，就可
見其一直秉持的冒險及創新精神，歷年來公司無懼風險挑戰，決定興建半島酒店、淺
水灣影灣園及山頂纜車等項目，日後亦證明公司的決定精明，一眾項目的業務表現非
常理想。公司憑藉這前瞻開拓的先鋒精神，至今在香港及海外建立了非常貴重的資產
組合。雖然公司成立了 150 年，但在在未來發展宏圖策略中仍處於年輕階段。我們繼
續努力建設未來，適逢公司成立百五載之喜，本人謹代表公司同仁，衷心感謝香港人
歷年來的鼎力支持及愛護。」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150 周年紀念活動一覽：
1. 世界首次有一級歷史建築外牆掛起巨型氦氣球：
150 周年慶祝晚會於 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晚舉行，晚會其中一個焦點是在香港半
島酒店升起多個巨型氦氣球。香港上海大酒店訂製了 8 個巨型氦氣球以公司最有代表
性的項目為主題，由美國亞里桑那州 Big Ideas Parade Giants Studio 負責人 Ken Mo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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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設計及製作，其中 7 個大氣球於晚會中亮相。
這 7 個大氣球由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7 日一連三天於酒店外亮相，這是世界首
次有一級歷史建築外牆掛起這樣巨型的氦氣球。
這 8 個大氣球由設計、縫製、組裝及手工修飾等工序於美國完成，然後由物流贊助商
GS4 International 運送往香港。這是首次有 7 個香港上海大酒店主題大氣球一起亮相，
分別為山頂纜車、山頂凌霄閣、淺水灣影灣園，半島酒店的 1934 年勞斯萊斯幻影 II 型
古董車，MD902 型直昇機，香港上海大酒店為題的 Montgolfière 風格大氣球 (這氣球
設計以史上發明首個載客熱氣球的 Joseph-Michel Montgolfier 及 Jacques-Étienne
Montgolier 命名)，以及巨型半島門僮 Michael (以米高嘉道理爵士命名)，但第 8 個、即
香港半島酒店造型大氣球並未亮相，免得與現場的酒店大樓重覆；而連同香港半島酒
店造型在內的 8 個大汽球，將於 2017 年內巡迴集團旗下世界各地的酒店展出。
今次的巨型氣球亮相活動，由香港 Ironmonger Events 公司及香港半島酒店工程團隊精
心構思，涉及複雜的工程及物流策劃，整個項目花了數個月時間計劃，並得到香港政
府民政事務總署鼎力支持。
2. 150 位年輕半島門僮：培育未來酒店業精英
2016 年 11 月 25 日上午，150 位來自香港理工大學，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身穿雪白半島門僮及女門僮制服，齊集於半島酒店直昇機
坪，並排列成 HSH 150 字樣的人鏈，由攝影師在高空拍攝一幅紀念照片，為慶祝晚會
揭開序幕。這批學生亦有參加今晚的慶祝會，以未來酒店業精英的身份迎接與會嘉
賓，增加實際工作體驗。
3. 150 周年慶祝晚會，假香港半島酒店舉行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的酒店項目歷史橫跨百年，最早期的香港大酒店於 1868 年成
立，淺水灣酒店於 1920 年開幕，香港半島酒店於 1928 年啟業，自始成為香港上流社
會舉行宴會的首選地點，輕歌漫舞，香檳流瀉，美饌琳瑯滿目，見證無數華麗盛會光
影及精彩時刻。今晚(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假香港半
島酒店舉行 150 周年晚會，2000 位香港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嘉賓光臨盛會。
酒店廚師團隊為了今晚盛會傾力製作琳瑯滿目的精美食品，突顯酒店七間獲獎食府包
括大堂茶座，吉地士，嘉麟樓，露台餐廳，今佐日本料理及 Felix 餐廳的首本美食風格，
配上精選餐酒，香檳及烈酒，美食佳釀相得益彰；晚會舉行至星期六凌晨，與會嘉賓
無不盡興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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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島精品店送出 15,000 件美味獎品
半島商品有限公司於 1976 年成立，將半島酒店品牌拓展至社區，為顧客呈獻為不同節
日及場合而設的精品級食品及禮品。半島精品店發售的手工巧克力、聞名中外的中西
名茶以及香港傳統地道食品任君選擇，迎合不同顧客的要求及口味。為迎接母公司
150 周年之喜，半島精品店誠邀香港人參加"Be an Instant Winner"抽獎活動，並送出
15,000 件獎品。
只要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1 日期間登入 hsh150.peninsulaboutique.com，輕按
電腦按鍵即有機會贏取禮物籃、巧克力或滋味手工酥點等獎品。
5. 回饋香港社群：延續樂善好施傳統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一直注重企業社會責任，慈善工作及社區服務是其「尊尚傳
承 2020 願景 」 (Vision 2020 for Sustainable Luxury) 策略的重要一環。自 1880 代至今，
嘉道理家族樂善好施的傳統一直深深影響著公司的企業文化；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
司全力支持「香 港 社 會 發 展 回 顧 項 目 」 (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藉此表彰
及保育香港歷史傳統以及嘉道理家族檔案珍藏，明年 (2017 年) 是這項目推行的 10 周
年紀念
為紀念成立 150 周年，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在全球各地的附屬公司將會在 11 月期
間舉行一系列社區服務活動，為不幸人士獻上支援與關懷；在香港舉行的社區活動包
括：
 淺水灣影灣園將於 12 月 10 日及 11 日舉行兒童嘉年華會，屆時超過 80 個慈善
機構夥伴會為超過 1000 位不幸小童及有特別需要的人士帶來難忘歡悅體驗，
 Sovereign 藝術基金會協助舉辦一系列藝術工作坊，為環境欠佳的兒童提供學習
不同藝術創作技巧的機會
 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於 8 月 4 日舉行了一場慈善音樂會，見證香港上海大酒店有
限公司與樂團的長久夥伴合作關係
 香港半島酒店與進心會有限公司合作，為環境欠佳的長者及小童舉辦酒店傳統
導賞、參加者欣賞了集團得獎紀錄片《經典 · 傳承》 (Tradition Well Served)，
以及參加 Heritage Scavenger Hunt (傳統尋寶活動)
 山頂凌霄閣在 11 月期間會製作 150 把雨傘送予露宿者，以及提供特別優惠予長
者及小童
 大班洗衣在救世軍協助下，將會製作及分派午餐飯盒予在大窩口邨居住的長者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總部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及嘉道理農場合作，將新鮮農
產品及有機曲奇餅送贈予環境欠佳的長者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物業項目以及每家半島酒店推動社區服
務不遺餘力，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及網站有刊載有關活動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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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時代幻變，香港與海外市場亦不斷演變，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與時並進之
餘，亦不忘以公司的歷史及傳統為尊，堅持一流服務及尊貴風格的理念，無負「遠東
的頂級酒店」之美譽，而且多年來「經典 · 傳承」(Tradition well served)的理念貫徹始
終，引領公司邁向更精彩的未來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網站 www.hshgroup.com 以及香 港 社 會 發 展 回 顧 項 目
(The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網站 www.hongkongheritage.org，載有公司的詳盡歷
史資料，以及公司成立初期至今的大量舊照片供查閱。

###
有關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於 1866 年註冊成立，為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公司（00045）。香港上
海大酒店乃一間集團的控股公司，集團持有、發展並管理位於亞洲、美國及歐洲主要地點的豪
華酒店、商用及住宅物業，並提供旅遊及休閒、會所管理及其他服務。半島酒店集團由香港半
島酒店、上海半島酒店、王府半島酒店、東京半島酒店、曼谷半島酒店、馬尼拉半島酒店、紐
約半島酒店、芝加哥半島酒店、比華利山半島酒店及巴黎半島酒店組合而成。現正發展中的項
目包括倫敦半島酒店及仰光半島酒店。集團旗下物業包括香港淺水灣綜合項目、山頂凌霄閣、
半島辦公大樓及聖約翰大廈；越南胡志明市的 The Landmark；英國倫敦的 1-5 Grosvenor Place
及法國巴黎的 21 avenue Kléber。集團旗下會所與服務包括香港山頂纜車；泰國曼谷的泰國鄉
村俱樂部；加州喀麥爾谷鶉園高爾夫球會；香港半島會所管理及顧問服務、半島商品及大班洗
衣。
如欲查詢更多資料，請聯絡：
Ms Lynne Mulholland
企業事務部總監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雪廠街 2 號
聖佐治大廈 8 樓
電話： +852 28407152
電子郵件：lynnemulholland@peninsula.com
網址：www.hshgroup.com
劉莉女士 (Ms. Lilian Lau)
傳訊經理
半島酒店集團
香港中環雪廠街 2 號聖佐治大廈 8 樓
電話 : + 852 2840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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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 + 852 2840 7502
電郵 : lilianlau@peninsula.com
網址 : www.peninsula.com
龍韻妃女士 (Ms. Winvy Lung)
公關部總監
香港半島酒店
九龍梳士巴利道
電話： +852 2696 6608
傳真：+852 2696 6633
電子郵件： winvylung@peninsula.com
網址： www.peninsu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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