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北歐餐廳 FINDS及芬蘭品牌 Lovi 攜手呈獻 

以神話槪念「世界之樹」為靈感．打造北歐神話饌嚐之旅 

 

香港，2022年 5月 25日  － 香港廣受歡迎的北歐餐廳 FINDS破天荒與芬蘭木製藝術禮品品

牌 Lovi攜手合作，貫徹 FINDS 之北歐森林的室內設計意念，配合 Lovi 的高質天然藝術品特

色，是次聯乘將以「北歐神話為題」，利用北歐神話概念主軸的「世界之樹 （Yggdrasil） 」，

打造夢幻且富生命力的「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帶領一眾女神及男神們遊歷夢幻國度。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 

 

甫進入 FINDS 便即被濃厚的森林氣息包圍：樹幹的剪影、木製的鹿頭等，令人頓時急不及待

打卡。Lovi皇牌產品的 Lovi Tree系列，其圓形樹形的靈感源自「世界」，亦與北歐神話概念

主軸的世界之樹 （Yggdrasil） 不謀而合。北歐神話的人類起源不是泥土，而是樹木。世界之

樹以三根粗大的樹根支撐著九個國度 （nine realms），好比精美下午茶配上九款不同下午茶

點心，廚師團隊亦悉心地搭配不同北歐國度的特色小食及以北歐傳說的人物及地方命名。 

 

Á sgarðr – 刁草漬三文魚脆餅  

Á sgarðr（亞斯格特）為北歐神話中眾神之居所並享受盛宴之地，廚師刻意挑選了歷史悠久的

經典北歐盛宴必備菜式之一 – 刁草漬三文魚 （Gravad lax）融入其中。 

 



 

Vanaheimr – 三文魚子蟹肉羊肚菌酥皮盒 

Vanaheimr（華納海姆）的華納神族賦予萬物生命，主廚特別選取象徵新生命的三文魚子製作

成精緻的酥皮盒，寓意生命的起源。 

 

Jötunheimr – 冰島海蝦蛋黃醬牛角包 

長年結冰的 Jötunheimr（約頓海姆）為北歐神話中巨人（Jötunn）的國度，廚師取材源自冰

島的海蝦代表約頓海姆，並以巨人擁有多個頭部為靈感，好比牛角包的雙角，製作成冰島海蝦

蛋黃醬牛角包，讓人飽腹感滿滿。 

 

Niðavellir – 香烤北海道帶子配雷莫拉德蛋黃醬 

在北歐神話中，尼福爾海姆（Niðavellir）亦稱為「霧之國」，為終年充滿濃霧及寒冷的地區。

廚師巧妙讓客人享受北海道帶子時，幻想自己同樣身處充滿冷日氣息的「霧之國」，沐浴於最

悠久的溫泉赫瓦格密爾（Hvergelmir）。 

 

Hel –自家製瑞典煙肉薯丸 

海姆冥界（Hel）是個永夜的場所，猶如瑞典每年的「聖露西亞節」（12 月 13 日），為每年

黑夜最長，白晝最短的一天，廚師利用瑞典傳統小食，象徵聖露西亞女神每年在這一晚降臨人

間，為黑暗時刻點亮一盞希望明燈，為人們帶來光明。 

 

Á lfheimr – 杏仁奶油泡芙 

Á lfheimr（亞爾夫海姆）在北歐神話中意指「精靈的家」，是由女神芙蕾雅統治的精靈家園，

而精靈本身擁有強大的法力且心地善良，惹人喜愛，猶如造型精緻甜美的奶油泡芙，人見人愛，

令人難以抗拒。 

 

Múspellsheimr –雲呢拿吉士柑橘撻 

在北歐神話中，原始世界 Múspellsheimr （穆斯貝爾海姆）意為「火之國」（Flameland），

相傳奧丁曾經擷取穆斯貝爾海姆的火焰，製作成運行在天空的星辰，色彩鮮艷的橙紅色柑橘撻

則代表以火焰製成的太陽。 

 

Miðgarðr – 每日精選馬卡龍 

Miðgarðr（米德加爾特）為人們生活的國度，以冰、火、空氣構成的三色彩虹橋（Bifrost）連接

令人嚮往的神國亞斯格特 （Ásgarðr），而色彩繽紛的馬卡龍有如三色彩虹橋，讓人樂而忘返。 

 

Nidavellir – 每日精選閃電泡芙 

Nidavellir （瓦特海姆）為矮人國，侏儒精靈擁有神秘的力量能打造出各樣寶物，有如 FINDS

的甜品主廚每日巧手製作製造的匠心之作。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C%97%E6%AD%90%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4%B8%81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 –  鹹點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 – 甜點 

 

 

免費享用特色迎賓特飲．加選享用特色雞尾酒 – 向青春女神伊登致敬 

北歐人喜愛餐前喝一杯小杯調酒，FINDS 亦為每位「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的女神及男

神獻上迎賓特飲一杯，率先帶領眾神們感受北歐情懷。  

 

此外，酒店首席調酒師暨 Dada Bar + Lounge 經理特別為此下午茶向青春女神「伊登」取經。

北歐神話中，伊登女神是青春的化身，同時負責掌管能讓諸神保持青春的黃金蘋果，雞尾酒以

蘋果為主調，而調酒師亦特別挑選深受瑞典皇室喜愛的 Roslags 瑞典賓治酒 (Roslags Punsch 

) 及累獲獎章的 Gustav 芬蘭刁草伏特加(Gustav Tilli Vodka) 作為此酒的基底，凡享用下午茶

可另加港幣 $88，可享用「伊登」蘋果特調雞尾酒一杯（原價：港幣 $110）。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雞尾酒 – 伊登 

 

此下午茶另設素食選擇，客人亦可於餐廳內享用或外賣自取。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 – 可供外賣自取 

 

 

同場特設 Lovi Tree 及心意咭  讓眾神許下祝福 

此外，FINDS 誠邀賓客於品嚐下午茶後，在特製的心意咭上許下心願並掛在 Lovi Tree 上 ，

象徵為美好的世界獻上祝福，賓客亦可於 Lovi Tree旁的陳列區欣賞各款 Lovi產品。 

 

  
Lovi Tree及心意咭 Lovi產品陳列區 

 

 

專享購物優惠．支持世界可持續性發展 

每位享用「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的客人，更可憑優惠碼【 LOVI15】於網站

（https://haustage.com/collections/lovi）購買 Lovi 產品並享 85折專屬購物優惠。此外，享用

下午茶的賓客亦可獲 HAUSTAGE 港幣 $50 現金券乙張，可於 HAUSTAGE任何分店消費滿

港幣$150或以上享用此折扣優惠。 

 

同時，品牌亦將捐贈百分之五收益給予關注生物多樣性的項目。Lovi 一直堅持選用天然材料，

自 2009年起積極與 Finn Church Aid合作植樹，於 2009 - 2019年間共種植了 5.5萬棵樹苗。

2020 年起，Lovi更與 Eden Reforestation Projects在全球八個國家合作並每年已捐贈 6萬棵

樹苗。截至現時，Lovi 合共捐贈 17.5 萬棵樹，並將繼續每年捐贈最少 5 萬棵樹苗，以及協助

當地人民下植樹造林，讓社區擺脫貧困，為氣候變化問題出一分力。 

 

 

「小女神小男神」可免費參加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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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家長享受下午茶時，小朋友可參加藏寶遊戲「超現實遊蹤」，於酒店內遊走並完成任務。透過

是次遊戲加深了解超現實主義的概念及認識相關著名藝術家及其作品，藉此培養對藝術的興趣。

喜愛繪畫的小朋友亦可一邊品嚐下午茶，一邊為北歐神話的畫作添上色彩。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塗畫紙 

 

 

「FINDS X Lovi北歐神話饌嚐之旅」下午茶由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於星期一至

日下午 3時至 5時 30分供應。 

 

價格 

星期一至五 - 港幣$568（兩位用）/ 每位港幣$328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 港幣$628（兩位用）/ 每位港幣$358 

每位另加港幣$150即可享受無限暢飲精選葡萄酒及葡萄氣酒 

 
*所有價錢堂食另設加一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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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XaoAE  

 

FINDS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 39號帝樂文娜公館 1樓  

電話：（852） 2522 9318 

WhatsApp：（852） 9376 0331 

電郵：reservations@finds.com.hk  

網址：www.finds.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TheLuxeManor  

Instagram：www.instagram.com/theluxemanorhk  

 

@theluxemanorhk @haustage 

#FINDShongkong #theluxemanorhk #haustage #lovi #lovi_findland #tasteofnorsemythology 

#findsafternoontea #帝樂文娜公館 #北歐神話饌嚐之旅 #FINDS下午茶 

 

 

關於 Lovi 

Lovi 是來自芬蘭的木制藝術創作品和禮品，當中很多產品都可以成為家居的飾品，它的產品

採用 100％芬蘭最高品質木料製造，PEFC 認證的樺木膠合板，全手工拼裝，是芬蘭最具特色

的天然 DIY禮品。選購 Lovi產品，在桌上打造迷你森林，產品由 HAUSTAGE 獨家發售。 

 

https://bit.ly/3yXaoAE
http://www.facebook.com/TheLuxeManor
http://www.instagram.com/theluxemanorhk


 

關於 FINDS 

FINDS 是香港極具代表性的北歐餐廳及酒吧，其名稱代表北歐五國：芬蘭 （Finland）、冰島 

（Iceland）、挪威 （Norway）、丹麥 （Denmark）及瑞典 （Sweden）。FINDS 提供不同

北歐風格的佳餚，包括時尚精緻菜式及以傳統烹調方式為主的家庭式套餐。菜式以北國四季作

為靈感，大部分時令食材和海鮮均從北歐直接入口，配合煙燻、醃漬、醋漬及發酵等北歐經典

烹調手法，呈獻食物最樸實、細緻的味道。 

 

FINDS獲獎無數，於 2015夏季香港餐廳週獲選為「最佳歐洲菜餐廳」。餐廳廣受媒體報導嘉

許，多次被選入 Hong Kong Tatler香港及澳門最佳食府、南華早報 100 Top Tables 和路易威

登港澳城市指南名單上。FINDS 積極參與 Green Monday 素食運動，更是全港第一間西餐廳

參與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環保海鮮菜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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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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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可意 （Samantha Yiu） 

助理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852） 3763 8830 

電郵：samantha.yiu@theluxemanor.com 

  

廣域理念有限公司 

高茜芷 （Cecilia Ko） 

市場傳訊經理 

電話：（852） 2526 4864 

電郵：cecilia.ko@gr8lc.com  

  
 

 

  

 

http://www.theluxemanor.com/
mailto:samantha.yiu@theluxemanor.com
mailto:cecilia.ko@gr8l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