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珥负担的豪牮
M Luna @ Kepong

星集团致力为住户提供独 

特的优质广品’不管是项 

目的概念设计元素，每每项目推出 

皆获得市场的热烈反应。

M Luna发展及设计理念为「您 

可负担得起的豪华」，旨在为住户 

提供安宁且平静的居家环境’该项 

目单位面积从700平方尺起，户型分 

为2至4卧室，售价从38万5000令吉 

起，预计耗时4至5年建竣。

该集团放眼未来，M Luna有望 

可吸引首购族、欲升级家庭的购屋

者、投资用途、年轻家庭及专业人 

士的青睐。

M Luna服务式公寓涵盖占地5.47 

英亩，该公寓配备基本的设施。项 

目亮点包括：浴室及公共走廊采用 

自然通风的设计；流动集中式垃圾 

处理系统；雨水收集系统；电动车 

充电站；公共区域采用LED照明；多 

层安全系统以保障住户的安全。

M Luna毗邻占地235英亩、备有 

140英亩的湖泊的甲洞大都会公园， 

距离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FRIM )约

2.5公里。项目依傍大自然，住户可 

一览拉贡山（Buki't Lagong )保护区 

的天然景色，为项目增添一份自然 

风米。

值得一提的是，M Luna坐落 

于发展成熟的社区，如甲洞、士 

拉央再也花园、黑风洞、泗岩沬 

(Segambut)等，意味著周遭的生 

活设施齐全，涵盖医疗中心、教育 

机构、超市商场、及娱乐消遣等。

M Luna位于策略性位置，衔接 

主要道路如南北大道（North South

Expressway )、大使路-淡江大道 

(DUKE )、怡保路.(Jalan Ipoh )、 

第二中环公路（MRR2 )、古晋路 

(Jalan Kuching )等，方便民众前往. 

武吉白沙罗（Buklt Damansara)、 

吉隆坡市中心城中城（KLCC )、旺沙 

玛珠（Wangsa Maju )及蒂蒂旺沙公 

园(Titiwangsa Lake Garden )等； 

另外，M Luna距离第二捷运（MRT 

2 )及电动火车（KTM )站仅3.3公 

里，可为住户提供更多的交通便 

利，达到出入方便。

马星集团（MAH SING)早前宣布以9476万4144令吉收购一坱位于吉隆坡甲洞的地皮，并发展 

总值达7亿令吉的服务式公寓项目一一M Luna。该集团将在本月18日于华友花园（Taman Wahyu) 

正式启动约4层楼的销售廊，届时民众可莅临现场获取该项目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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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丨|隆坡安莎酒店(Ansa Hotel Kuala 

O Lumpur)是坐落在吉隆坡中心地段的 

4星级精品酒店’拥有167间客房 '其如身为3星 

级的Piccolo酒店。「Piccolo」一词在意大利文 

中有著小巧、精致可爱的意思，当时候的酒店 

装潢也以海洋主题为主要概念。在被成功集团 

(Berjaya Corporation )完全接手以后，酒店一 

改风格，摇身变成都市商务的经典摩登格调，并 

正式改名成为安莎，「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 

不可以再一成不变，所以希望重新定位酒店，展 

现新的一面。」安莎酒店经理刘秀萍说道。

刘秀萍分享：「“nsaj!有朝气蓬勃，日 

出之时的意思，我们希望可以把这种正向、正面 

的形象带给大家，让所有住客或游客们都能愉快 

地到来，高兴地离开。」

近曰，成功集团旗下位于冲绳岛的安莎度 

假村（Ansa Okinawa )也宣布正式营业。该度假 

村在各个方面配合了当地文化，例如客房内备有 

榻榻米供住客选择，让不熟悉日本的游客也有机 

会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模式，可谓是将「入乡随 

俗」做到精益求精，这也是安莎酒店重要的里程 

碑之一°

「一般4星级酒店都必须具备泳池、健身房 

以及餐厅等的服务和设施，但安莎都没有。」刘 

秀萍表示，安莎酒店虽然不具备以上条件，但

仍可得到4星级的认证主要归功于服务至上及地 

理位置的功劳。坐落在吉隆坡黄金三角地段本 

身就是一项非常优越的条件，距离著名地标景 

点不远，公共交通也非常方便，几乎想去的地 

方都可以顺利到达。「安莎酒店没有非常完善的 

设施，因此我们利用互惠互助的方式进行，让多 

样化的商家入驻，包括星巴克（Starbucks )、 

时尚泰国餐厅（Greyhound Cafe )、视觉博物馆 

(Museum of Illusion )、理发厅、水疗中心及 

钱币兑换处等，基本上住客们所需要的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只要展示房卡即可获得折扣及优 

惠。」

刘秀萍表示：「我们的优势在于和其他传 

统的经营方式不同，就因为我们没有酒店自助餐 

厅，所以我们鼓励住客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以 

后再到自己中意的餐厅去，不需要逼迫自己调好 

闹钟只为了赶上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

此外，踏出酒店门口就是市区内最热闹繁

华的街道------ 安莎道（Ansa Walk )。安莎道为

安莎酒店所属，全天人潮流量平均有3万5000 

人，街道上的商店皆以饮食为主包括：7-11便 

利商店、人气奶茶Koi The及Tealive、Hokkaido 

Baked Cheese Tart及哈肯铺（Hogan Bakery ) 

等，让住客们有更多选择，也方便直接打包带s 

走，比起传统酒店相对方便自由。 ^

宽敞及独具设计感的大 

厅以及挑高的天花板设 

计让人在踏人酒店的瞬 

间就感觉明亮舒适。

德

不忘回馈住户
安莎酒店的服务人员多为外国劳工，但他们都经过 

专业训练，因此在与客人沟通上完全没问题，当然住客 

们也可以下载酒店Roomie应用程式，若有任何的需求或 

询问，例如应用程序的用法、更换床单或添加枕头等也 

可直接通过Roomie联系客服并得到高效率的服务，此程 

序也可连接至房内的电视观看电影。酒店提供的客房类 

型共有高级客房、豪华客房、行政客房以及高级套房， 

曰后还会再开放附有沙发床的高级套房，适合一家大小 

旅游时入住。客房内提供各种盥洗用品、吹风筒、替换 

拖鞋、电熨板和熨斗等，而酒店也提供24小时的礼宾服 

务、洗衣服务及保安措施，非常齐全。

安莎酒店在每逢星期四下午4时至傍晚7时30分将 

免费送出冰淇淋或爆米花予所有路过安莎道的访客，答 

谢大家对安莎的支持及喜爱之余，也是另一种回馈。此 

外，每个星期五至星期日的下午4时至晚上10时也会有 

一系列的街头歌唱及演奏表演，表演者除了有自由艺术 

家，还有来自大学及慈善群体的表演团队，这不仅是安 

莎酒店提供给他们的一个发挥和展示的舞台，也提供了 

另一个回馈社会的渠道，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群体。为 

了配合来临的圣诞节庆，即曰起的演奏歌单内将加入充 

满圣诞气氛的曲目，让路过的访客们都可以感受到来自 

圣诞老人以及糜鹿们带来的祝福。

雄闲入住自然匾
Ansa Hotel Kuala Lumpur 报导郑欣盈

许多人对于酒店的印象不外乎是出国旅行或度假时让自己好好放松一番的选 

择，然而高昂的价格往往让人止步。若不求奢华气派的旅宿，不妨考虑入住精品 

酒店。没有高档大酒店带来的负担感，却可以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馨服务， 

用最适宜的价钱得到最舒适的空间。其实，吉隆坡繁华的市中心不止是有五星大 

酒店，还有许多性价比极高的精品酒店等著你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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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 of Illusion 视觉博物馆

视觉博物馆里充满了多姿多彩的体验，虽然规模不大却可以让你乐在其 

中。里边有著许多乍看之下就像是魔术的装置，但只要用心地换个角度 

去看就会发现其中的惊喜！安莎酒店的住客们将可享有购票优惠，也提 

供家庭套票。 •营业时间：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

4JJ I

安莎酒店内的Oriental Slgnatuire水疗中心也提供美甲服务， 

环境非常舒适。

▲Oriental Signature 水疗中心

身处於安莎酒店内的Oriental Signature水对中 

心可谓是购物爱好者的救星。酒店附近有许多的 

购物商场，而住客们逛累了则可到水疗中心享受 

全身或脚底按摩服务，同时还能一览金三角的繁 

华市景，获得足够的休息以後再继续「拼搏」。 

•营业时间：上午10时至凌晨1时

▲The Soloist Hair Salon 理发厅

坐落在市中心的Soloist提供理发及造型服务，对于安莎酒店的住客来说 

更是近水楼台。理发厅内的采用英伦复古风装潢，镜子旁的灯泡设计也 

非常有代入感，窗外有著金三角的市景，别有一番风味。这里也售卖一 

系列的专业护发用品。•营业时间：上午10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

Greyhound Cafe时尚泰国餐厅

1980年诞生的Greyhound Cafe为来 

自泰国的咖啡厅，店内时尚有型的 

装潢风格也成为各个到访年轻人的 

打卡热点。这里不仅提供令人垂涎 

的餐点，也飘著让人欲罢不能的咖 

啡香。若对购物兴致不高，在这里 

待著欣赏街景也是不错的选择。 

•营业时间：

上午11时至凌晨12时

◄ Starbucks 星巴克

安莎酒店内的星巴克也可理解为酒 

店的另一个早餐好去处，住客们不 

仅可享有20%的优惠，若在客房内 

点餐还有送餐上门服务。此分店也 

为安莎酒店的住客们提供一些特别 

的餐点及饮品，店里亦售卖限量款 

式的周边商品。

•营业时间：

上午10时30分至晚上11时

▲客房内具备了保险箱、衣架、替换拖鞋、热水壶等一切住客所需要的设施。

_从武吉免登单轨火车至酒店................. 1分钟

行从武吉免登地铁至酒店...........................3分钟
通

铁从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至吉隆坡中环广场站............................... 28分钟

路从吉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KLIA2)至吉隆坡中环广场站……33分钟 

从吉隆坡中环广场站至武吉免等单轨火车站..........................................11分钟

k图为安莎酒店的高级套房。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至酒店.....................................1小时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KLIA2)至酒店.............1小时20分钟

从梳邦国际机场至酒店.............................................................45分钟

I

特色商家
安莎酒店内除了让 

你可以舒服地休息，还 

有为大家提供乐趣及体 

贴服务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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