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利酒店与 DR. BARBARA STURM 联手推出独家水疗护理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019 年 9 月 12 日 —— 香港美利酒店宣布与 Dr. Barbara Sturm 合作，独家供应
品牌为 Wellness at The Murray 特别设计的美容护理。 Dr. Barbara Sturm 是德国著名的美容医生，以抗
炎症哲学及抗衰老的非手术性皮肤理疗闻名。 Wellness at The Murray 将会是全亚洲唯一提供 Dr. Barbara
Sturm 护理的水疗中心。
香港美利酒店的客人将置身日光流淌的水疗客房中，在青葱景致环抱下亲身体验 Dr. Sturm 标志性的
#STURMGLOW 美容成果。 Wellness at The Murray 提供的主要疗程服务包括瞬间焕发脸部护理、透亮脸
部护理、净化脸部护理及极致抗衰老脸部护理。每项疗程均使用 Dr. Barbara Sturm 备受推崇的产品，配合
品牌独创的按摩手法，每位专业的疗理师更曾接受品牌亲临培训，以确保产品及疗程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Dr. Sturm 于骨科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并于研究中发现软骨细胞和皮肤细胞的运作十分相近，因而开发出创新
的分子科研护肤品概念。她独创的革命性护肤方法利用身体自身蛋白质的治疗功效，促进皮肤再生和抗衰老，
更凭此成为世界上备受青睐的美容医生之一。她的分子科研护肤品系列糅合天然成分和科学技术，具有保湿、
滋养功效，焕发皮肤的自然光彩。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例子是天然萃取的马齿苋(Purslane)，此草本植物富有
多种营养成分，具有镇静肌肤、减少衰老迹象的功效。
从 2019 年 9 月起， Wellness at The Murray 将提供 Dr. Barbara Sturm 的护理，价格为港币$1,500 至
$2,700。疗程详情请参阅下文：
瞬间焕发脸部护理 (60 分钟 港币$1,500 / 90 分钟 港币$2,250)
这款脸部护理的专门配方采用针对性的细胞再生技术，以保湿功能卓越的透明质酸精华，为肌肤带来自然细致
的光泽。由 Dr. Sturm 设计的独特脸部按摩可刺激血液循环，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带来#STURMGLOW 的效
果。最后用上含丰富营养的 Glow Drops，利用光反射色素来消除肤色不均现象，重唤明显可见的年轻光泽。
透亮脸部护理 (60 分钟 港币$1,500 / 90 分钟 港币$2,250)
此革命性的美白护理无需使用激光技术，亦能为皮肤带来健康光泽，达至均匀、净白和嫩滑的肤质。疗程从深
层清洁和去角质脸部护理开始，针对色素沉着和不均匀的位置，理疗师将使用快速见效而温和的美白配方，进
行定位和局部治疗，以获得即时效果。配合脸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修复由日晒、睡眠不足及自由基引致的肌
肤问题，完成后，皮肤将展示犹如激光治疗后的净白亮度，更无需时间复原。
净化脸部护理 (60 分钟 港币$1,500 / 90 分钟 港币$2,250)
开创先河的净化脸部护理旨在重新平衡和恢复肌肤健康。疗程专为减退脸上瑕疵和抚平粗糙皮肤而设，由非致
粉刺性的清洁开始，在不破坏敏感的酸碱值和肌肤水分的前提下轻轻去除多余的油脂，重建清爽皮肤。 Dr.

Barbara Sturm 的配方，于舒缓粗糙、泛红、发炎的皮肤方面功效强大，同时减低干燥、剥落和出现疤痕的
风险。理疗师亦会为客人进行脸部淋巴按摩，加快排走毒素及舒缓浮肿，令脸部轮廓更分明。
极致抗衰老脸部护理 (60 分钟 港币$1,800 / 90 分钟 港币$2,700)
含抗氧化剂的极致抗衰老精华素结合 Dr. Sturm 专门设计的反重力按摩，有助提升颧骨、塑造下颚线及减少
脸部浮肿。疗程能明显提升下颌和颈部周围的皮肤，使弹性和色调恢复到年轻的 V 型形状。高效精华素中的临
床活性成分可减少细纹、均匀肤色，并助受压肌肤恢复自然。
酒店更为注重内外健康的客人推出水疗下午茶体验，客人可享用 60 分钟瞬间焕发脸部护理并到访 Garden
Lounge 品尝美颜主题下午茶。下午茶灵感源自 Dr. Barbara Sturm 的非手术性抗衰老疗法，轻盈清新的精
致点心满载富骨胶原、抗氧化及高维他命的美肌食材，配合效果出众的美容护理，达至内外兼备的
#STURMGLOW 美态。数款咸点更用上 Dr. Barbara Sturm 标志性的抗衰老天然成分马齿苋，让客人由内
至外散发健康神韵。 60 分钟瞬间个人焕发脸部护理连下午茶定价为港币$1,345 (双人下午茶另加港币$295)，
双人脸部护理连下午茶(两位)为港币$2,688，供应期至 10 月 31 日。
Wellness at The Murray 提供各种按摩及美容护理，为客人提供全面呵护，重注健康和活力。水疗中心备有
三间单人和两间双人水疗套房，每间套房都配备专属的私人蒸气或桑拿设施。水疗客人更可于时尚的室内游泳
池畅泳，享受郁郁葱葱的宁静写意环境。酒店与 Dr. Barbara Sturm 的最新合作，进一步印证酒店对客人身
心健康的重视。
预订或查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ellness.themurray@niccolohotels.com 或致电+852 3141 8630 或访
问 niccolohotels.com。
备注：
价格需另加一服务费。
关于香港美利酒店，「尼依格罗」品牌酒店
最近获选 Condé Nast Traveler 杂志「Readers' Choice Awards 2018」香港最佳酒店，以及时代杂志
「2018 年 100 个世界最佳景点」之一的香港美利酒店，为英国国际著名建筑及综合设计事务所 Foster +
Partners 打造的其中一个瞩目保育计画。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保育中环」项目的一部份，酒店本身的美利
大厦乃城中最著名地标之一。而作为全球酒店联盟（Global Hotel Alliance）—— 「Ultratravel Collection」
的成员，酒店造价达十亿美元，锐意成为当代生活风格的目的地。酒店楼高 25 层，提供 336 间特大客房及套
房。其他设施包括环抱醉人景致的中环商业区与城中绿州香港公园的天台酒吧、一系列特色餐厅及酒吧，以及
创新会议及宴会场地。更多有关香港美利酒店的资料可浏览 niccolohotels.com 。
Wellness at The Murray
美利酒店的宾客可以参考房间内以健康为主题的休闲指南，体验城内另类创新的绿色生活方式，包括发掘位于
酒店附近的香港公园的慢跑路径、特别设计的健身训练计划，以及度身订造的健康餐单等，让宾客压力全消，

在住宿期间倍感轻松。水疗中心使用国际级品牌 Grown Alchemist 和 Kerstin Florian，而与 Dr. Barbara
Sturm 的最新合作，进一步印证酒店对客人身心健康的重视。宾客可以在五间设备齐全的水疗套房之一，选
择个人化水疗按摩和美容护理体验，而双人水疗套房更另设私人水疗或桑拿设施。宾客亦可于设计极具现代感
的室内游泳池自由畅泳，尽情享受宁静的空间，远离都市繁嚣。
关于旅行超体验系列
Ultratravel Collection（UTC）为眼光敏锐的客人，将世界一流的酒店和度假酒店纳入目录，打造名副其实
的奢华品质，承诺贴心服务和优质体验。UTC 会员酒店，通过合作伙伴“全球酒店联盟”开发的探索之旅
（DISCOVERY）全球性综合平台，共享会员优惠，回馈客户。同时，通过 UTC 其他合作伙伴，包括多媒体
公司 Ultratravel，形成一个彼此互惠的关系。详情请见 www.ultratravelcollection.com
关于「全球酒店联盟」
全球酒店联盟（GHA）是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独立酒店品牌联盟组织，所属品牌逾 30 个，覆盖位处 78 个国
家的 550 套高档豪华酒店。通过共享的技术平台，GHA 为附属酒店提高收益，，节约成本，并实行囊括扩张
品 牌 酒 店 的 会 员 优 惠 项 目 — 探 索 之 旅 （ DISCOVERY ） ， 拥 有 1 千 5 百 万 会 员 。 详 情 请 见
globalhotelallia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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