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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科技快速地改变我们各层面的生活。
尽管互联网、手机、笔记本电脑已经伴随我们多
年，但是许多专家预测在未来数年里，数码科技
的发展将会更加迅速，因为越来越多的日常电子
设备都会连接到互联网上。

这也意味着，通过这些电子设备的互相接触， 
使我们在通讯过程中变得更全面。

拿督
馬學里
优宾集团
董事经理

董事經理�
獻詞

世界正以快速的步伐
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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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智能产品之间的连接性将变得广泛及强大，未来住宅和公寓将
附建更多智能设施。不仅能够令生活变得更舒适及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也减低能源与水源的用量，从而增加成本效益。

这表示我们将消耗较少时间在日常琐事上，而拥有较多时间享受优
质生活。

除此之外，另一个振奋人心的变化，是来自建筑与设计模式。

大型建筑物能够通过精密的数码设计一块一块地组合，然后在
工地上堆砌起来。

这将带来更多设计与创建新空间的可能性，预见更多具创新精
神的建筑，将通过更持久耐恒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眼前。

优宾集团一向来要求创新求变，因此被视为领先马来西亚房屋
的发展商之一。

随着新科技的到来，未来数年将是激动人心的产业发展黄金时
期。毕竟，新科技将带给我们更多精彩选项，因此优宾集团的
目标是－为我们所有客户创造最美好的生活！

最后，恭祝各位农历新年平安喜乐，恭喜发财！

农历新年是我们与亲朋戚友团圆的美好时刻，也是一个饮水思
源的好机会。

我谨代表优宾集团的每一位成员，衷心祝福所有客户、合作伙
伴和支持者健康幸福，羊年行大运！

除了智能手機，未來我們將
擁有智能燈光、智能空調、
智能保安系統。我們也期待
這些智能產品能夠滿足我們
的生活需求，提升我們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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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VE 
預覽活動�
吸引人群�
蜂擁而至

The Weave 展示厅预览活动，与吉隆坡的潜力购屋
者一起见证优宾集团这项提高马来西亚首都现代生
活水平的发展计划。

上述预览活动于周末11月8日和9日一连举行2天，
吸引逾300名民众前来参观。

The Weave 露天平台眺望图

蕉 賴 · 吉 隆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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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ve的项目与营销经理Danniel Tan
对于民众们踊跃的反应感到十分满意。

我们非常乐意让民众预览The Weave正在进
行规划的设施，以从中听取民众们对于整体
概念设计上的意见及想法，以便在完成所有
设计之前，能够针对本身的产品稍作调整。

Danniel Tan也表示，民众们热烈的反应令他
受宠若惊。

其独树一帜的设计让它成为蕉赖的新标志，
因此也是深受民众们喜爱的关键。”

游泳池 - The Weave 活动区 
的一部分。



The Weave的空中健身房可鸟瞰蕉赖至吉隆坡市中心
的景色，这项设施更一度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Danniel Tan指出，优宾集团通过市场调查和其他反
馈，经历多番辛苦后，才搜集到一系列潜力客户们最
期待发展商提供给他们怎样的设施。

“当我们耗费时间与精力在聆听市场意见的努力获得
回报时，自然感到特别开心。”

“我们总是渴望客户的意见反馈，从中改善我们的发
展项目，以确保购屋者获得设计卓越的房屋及优质的
设施。”

THE 
WEAVE 
SHOW 
GALLERY

The Weave预览活动吸引逾300名
的民众，反应异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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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ve的生活風格
概念好評如潮，尤其是我
們把32項設施納入4個區
域，分別是休閒區、保健
區、休息區及活動區。

“

”

Daniel Tan說：

銷售詳情請聯絡：

Brendon Low • 012-646 8861 
dannieL Tan • 012-423 6662

Wisma TT, 185-5, 5th Floor, Jalan Lancang, 
Taman Seri Bahtera, Cheras, Kuala Lumpur.

周一至周五 • 10am - 6pm 

周六 • 10am - 2pm



优宾集团一向来都是自身家乡～吉打双溪大年福利社的强
力支持者。上个月，该集团举行“与您同心”慈善义卖
会，筹募了近5万令吉来紧急协助当地3个主要慈善机构。

该义卖会是由优宾集团的职员一同策划，当中还包括了许
多家庭活动和亲子节目，食品和饮料摊位，廉价理发等。
当天也有售卖具有“与您同心”标志的特色纪念品，以及
大量的赠品和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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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需要者伸出援手

優賓集團

与您同心
慈善義賣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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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本地和国际企业也献出一份力量，包括赞助商品及付出宝贵
的时间来促成上述的义卖会。

这一场在优宾集团总部Wisma Ria举行的义卖会，吸引逾700人参与其盛！

其中一名义卖会帮手，优宾集团的职员Felycia Ooi指出，根据现场反应， 
可以感觉到社会大众对这项活动的强力支持。

“我们很感激大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愿意赞助义卖会活动的企
业。”Felycia Ooi说。

“参与者在慈善筹款过程中乐趣无穷，并展现了骄人的团体精神。”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指出，优宾集团职员默默耕耘，真心想替有需
要的弱势群体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与职员及社会热心
人士在义卖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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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公司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矢
志帮助社会。因为当年的我们在社会大众的支持
下，才能茁壮成长为一家成功的企业。”

“我们抱着饮水思源的态度，展开了一系列回馈
社会的活动，比如通过教育费和奖学金支持年轻
学子，同时通过发展计划帮助有需要的群体。”

“义卖会的圆满成功，有赖于优宾集团职员与慈
善机构，社会团体之间的默契。同时，我们也了
解到在集团内培养义务奉献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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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賣會標誌背後的意義
“与您同心”慈善义卖会标志是由优宾集团设计与营销部主
管拿汀颜爱玲所设计的。她解释说，标志的灵感来自一个简
单的概念，即“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支持，也可替弱势群体带
来希望与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有关图像是来自不同种族、文化和年龄的一群人，即使是
一只狗和一只猫都是手牵手，心连心。”

“这个概念代表为他人建立和传播希望的重要性足以跨越肤
色、文化和宗教信仰。”

“只要每个人点亮一盏灯，聚集在一起便可照亮天空！这也
提醒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力量能够改变世界。”

义卖会也有售卖印上“与您同心”标志的杯子、T恤和瓶子。

有意者可直接前往位于双溪大年丽雅花园(Taman Ria)的优宾
集团办公楼，或在办公时间致电购买。

所有筹款将捐给支助上述义卖会的团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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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孟沙南区的优宾集团发展计划，提供当代与新颖的
生活设施。

在这个吉隆坡最令人向往的郊区，Novum的每一项设施
相互连接成完善的生活配套，展示现代生活的新高度。

住户可预订Novum的娱乐设施，体验
电影院般的奢华舒适享受。

孟 沙 南 區

nOvUM的

讓你晉身名流！

高級生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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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厨房”展现Novum突破性的生活风格设计与
新思维的规划。

“名人厨房”采用最新的专业烹饪设施，让房子的
主人或他们指定的厨师尽情发挥烹饪技巧。

“名人厨房”连接豪华兼温馨的用膳区，适合举办
中小型晚宴或午餐聚会。

优宾集团总经理Nichalous Foo表示，“名人厨房”
概念即将成为世界主要城市高档公寓里最受欢迎的
住家设施。

“名人厨房的概念，是创建一个豪华又便利的环
境，让主人既可自己动手做饭，也能雇用厨师烹煮
美味佳肴。”

在Novum“名人厨房”享用美食之余，还能放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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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膳區創建了你專屬的輕
鬆用餐環境，以便招待親
朋戚友。

“许多人都会选择到自己喜欢的餐厅用餐，然而现在你
也可以把最美好的用餐时刻搬到自己家里。”

“我们为Novum的住户创造奢华及便利，让他们迈向全
新的生活模式。”

其他设施是Novum独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包括让住户
举办大型聚会或派对的多功能厅。

Novum还拥有一个先进的商务中心，提供住户的工作需
要或学习用途。除此之外，它也为那些居家工作人士创
造了办公室设备。

该商务中心还拥有最先进的视频和电话会议设施、会议
室和小组讨论室，可作为开会、轻松讨论和进行研究用
途。该中心将提供最快捷的数码连接服务。

“名人厨房”具备最先进的烹饪设施，
提供华丽的用膳体验。

銷售詳情請聯絡：

03-6211 1857 
eric choong • 016-220 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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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優賓集團
社交媒體
由于越来越多人上网寻找自己的新家或房地产投资，
优宾集团将继续扩充其社交媒体。

我们定期在Facebook和Twitter发布来自马来西亚和
世界各地的最佳设计、可持续性发展和财经新闻，当
中包括优宾集团住宅与公寓发展计划的最新消息和销
售信息。

加入我们的Facebook和Twitter吧，以便获得定期更
新的帖子。以下是我们挑选出来过去3个月里的最受
欢迎帖子。

你曾听闻获得LEED认证的建筑吗？你知道优宾集团设计兴建的吉打双溪大年 
Sky Residences是马来西亚第一座获得LEED认证的建筑吗？了解更多获得LEED 
认证的房屋如何节省能源和发挥环保作用。 
http://freshome.com/2014/10/09/what-is-a-leed-certified-home/ 

独特的创意纸板家具 - 100％可回收！ 
 
http://www.designrulz.com/design/2013/04/100-recyclablecardboard-makes-the-
cheapest-pieces-of-furniture-in-the-world/ 

超棒的DIY纸灯笼和灯具。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20-amazing-diy-paper-lanterns-and-lamps/ 

可持续性发展

优宾集团的
发展计划

蜂拥而至的人潮到The Weave销售展示厅。逾300人一起见证The Weave如何提高 
现代生活水平？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3362629811861/4033616964786
21/?type=1&theater

The Weave销售展示厅将于明天举行预览活动！若要了解更多有关优宾集团在蕉赖动
土的住宅发展计划，欢迎前来我们的展示厅！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1624789985645/4016243766523
53/?type=1&theater

http://freshome.com/2014/10/09/what-is-a-leed-certified-home/�
http://www.designrulz.com/design/2013/04/100-recyclablecardboard-makes-the-cheapest-pieces-of-furniture-in-the-world/�
http://www.designrulz.com/design/2013/04/100-recyclablecardboard-makes-the-cheapest-pieces-of-furniture-in-the-world/�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20-amazing-diy-paper-lanterns-and-lamps/�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3362629811861/403361696478621/?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3362629811861/403361696478621/?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1624789985645/401624376652353/?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photos/pcb.401624789985645/401624376652353/?type=1&theater


室内设计
和装饰

无尽的城市－在伦敦的概念摩天大楼设计被喻为垂直城市。 
http://www.dezeen.com/2014/09/01/endless-city-by-sure-architecture-conceptual-skyscraper-
london/ 

灵感来自珊瑚礁的美丽建筑设计。可持续性发展功能的设计包括太阳能屋顶、绿色梯田和
天空别墅。 
 http://inhabitat.com/egyptian-windcatchers-cool-vincen-callebauts-the-gate-residence-in-
spired-by-coral-reefs/ 

新乐高博物馆在丹麦亮相。它看起来像巨大的玩具积木！ 
http://inhabitat.com/big-unveils-concept-plans-for-the-lego-house-museum-in-denmark/the-
lego-experience-big-5/?extend=1 

有水景和绚丽景观的外观设计，让这些房子达到奢华的程度。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09/21-mesmerizing-exteriors

你可用简单的技巧来设计自己的衣柜。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0/01/bedroom-closets-and-wardrobes

令人惊叹的奢华浴室设计。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09/luxurious-bathrooms-with-stunning-design-details

出色的楼梯设计，可让每一栋房子变得独特。 
 
http://www.stylisheve.com/22-very-unique-staircases-that-will-inspire-you/

令人兴奋的孩童卧室设计，每一个孩子都会爱上它。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15-creative-and-cool-kids-bedroom-furniture-designs/

住在公寓里，喜欢植物，但没时间照料？空气植物可能正是你正在寻找的！ 
 
http://www.designrulz.com/design/2014/05/discovered-unique-beauty-air-plants/ 

建筑和设计

現在就加入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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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ezeen.com/2014/09/01/endless-city-by-sure-architecture-conceptual-skyscraper-london/�
http://www.dezeen.com/2014/09/01/endless-city-by-sure-architecture-conceptual-skyscraper-london/�
�http://inhabitat.com/egyptian-windcatchers-cool-vincen-callebauts-the-gate-residence-inspired-by-coral-reefs/�
�http://inhabitat.com/egyptian-windcatchers-cool-vincen-callebauts-the-gate-residence-inspired-by-coral-reefs/�
http://inhabitat.com/big-unveils-concept-plans-for-the-lego-house-museum-in-denmark/the-lego-experience-big-5/?extend=1�
http://inhabitat.com/big-unveils-concept-plans-for-the-lego-house-museum-in-denmark/the-lego-experience-big-5/?extend=1�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09/21-mesmerizing-exteriors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0/01/bedroom-closets-and-wardrobes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09/luxurious-bathrooms-with-stunning-design-details
http://www.stylisheve.com/22-very-unique-staircases-that-will-inspire-you/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15-creative-and-cool-kids-bedroom-furniture-designs/
http://www.designrulz.com/design/2014/05/discovered-unique-beauty-air-plants/�
http://eupe.com.my
https://twitter.com/EupeProperty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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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的应用程序让你获得优宾集团发展计划的最新消息，
包括：

• 优宾集团所有住宅项目的更新消息

• 发展计划的预计销售价

• 方便计算资金的计算机

下載優賓集團�
應用程序

優賓集團應用程序
現在可在aPP STORe尋獲

別忘了下載優賓集團的�
應用程序！



我們最喜愛
的網站鏈接

优宾集团花费了许多时间不断更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设计
和装饰，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环保趋势。

以下是我们最喜爱的一些网站链接，相信你也会喜欢。

如果你想与我们分享任何设计和装饰的网站链接，请通过
Facebook或Twitter网页告诉我们。

www.fastcoexist.com

www.weburbanist.com

www.icreatived.com

www.home-designing.com

www.inhabitat.com

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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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stcoexist.com
http://www.weburbanist.com
http://www.icreatived.com
http://www.home-designing.com
http://www.inhabitat.com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
http://www.fastcoexist.com
http://www.weburbanist.com 
http://www.home-designing.com
http://www.icreatived.com
http://www.inhabit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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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
大自然中
的豪華
生活
坐落槟州内陆绿意葱葱的平缓小山坡之中，
这是当地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住宅发展计划。

Alma Hillpark新颖与现代感的建筑风格， 
完全展现出大自然的轮廓和流动的宽敞景
观。此外，还是一个附有门控和守卫的概念
社区。

气 派 万 千 的 山 居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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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发展计划由Sunrise Manner开发，优宾集团管
理，位于靠近槟州内陆的大山脚商业区和新兴住宅。

Alma Hillpark拥有超过40英亩面积的平缓坡地上，
由256间宽敞房子组成，尽县气派万千的奢华山居！

这项计划涵盖双层，双层半排屋与独立洋楼，皆是经
过精心策划，充分展现房屋的空间与灵活性。



“我们已经把整个项目分划为6个住宅区，周围都是
大自然气息和独特的设施。”Sunrise Manner主管 
Teo Chew Kow表示：“住户可享受广阔的湖景视
觉，此外，这里还拥有儿童游乐园，占地颇广的自行
车道和慢跑道，以及仅限住户专用的俱乐部。”

该俱乐部在整个发展计划中相当抢眼，因为拥有宽敞
的“无边界泳池”、设备先进的健身房，按摩浴缸和
桑拿房，烧烤和用膳区，让你可放松与家人和朋友共
度时光。除此之外，还有一座备受瞩目的人行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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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 Chew Kow 先生说，“Alma Hillpark 6大分
区，都拥有本身的名字，如Lakeview和Hillgarden
等。它们各自拥有本身的独特性，主要还是与大自
然的豪华生活有关。”

“无论你与家人向往大自然，或追求宁静安心的生
活方式，Alma Hillpark的多元设计都符合各种生活
方式。”

虽然沉浸在绿幽幽山坡里，但是Alma Hillpark距离
超市，包括Tesco和Jusco、学校和大山脚各类便利
设施，仅需数分钟的车程。即使驱车到通往槟岛的
高速公路，也仅需极短的车程。

此发展计划的另一特色，是滴水不漏的保安功能，
如24小时保安巡逻、智能卡和闭路电视。

任何查詢請聯絡：�

04-5388 388



優賓人物

認識
優賓集團的�
幕後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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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责势监督房地产之设计和市场营销。因为设计和销售息息相关，
所以两者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营销和客户意见反馈机制，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客户的需求，以及
他们向往怎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经营理念是通过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创造客户的最高满意度。

我们要兴建不仅耀眼新颖，也很实际的房屋－一个可以提高生活水平，
让全家人一起生活和成长的地方。

最后，我们希望客户了解和相信，优宾集团向来根据他们和社区的需求
设计及兴建房屋，就是为了留下一份适合长久居住及可增值的产业。

你在优宾集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拿汀
顏愛玲
优宾集团
设计与营销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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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外观而言，任何设计都应该十分突出，不仅仅与周遭环境结合
而已。它应该具有独特性及标志性，让我们的客户因为生活在那儿而
感到自豪。

此外，它应善用周围的自然元素，比如自然风向和采光的结合，空间
必须有流通的感觉，这样就天衣无缝了。

同时，空间也必须合理实用。这就是所谓的精心策划之内部布局。良
好空间的设计，确保人们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当儿，也能尽善尽美地利
用空间。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但如果能为买家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避风
港，或一个能激发他们灵感的工作环境，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你如何把卓越的想法融入优宾集团的产业设计
概念？

设计理念是我们的每一项发展计划的主要部分。

它决定了一个人如何生活，而且它背后还承载了住户的名字、名声、理念。

我们不但希望房地产设计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标志，也希望这些房屋必须是可
持续性发展的生活空间，对购屋者的生活和整个社区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

正确的设计是一切的关键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定义。

无处不在！书籍、杂志、建筑和设计网站、旅游，以及建筑师和设计师朋
友，都在提供我源源不绝的灵感来源。

旅游是美妙的灵感来源，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对设计和可持续性发展的
生活都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设计灵感的泉源－颜色、纹理、
对象、情绪，不胜枚举...！

你的设计灵感来自哪里？

你空闲时做些什么？

为什么正确的设计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扮演那么重要的
角色？

我爱画画，它让我把创意和想法带到工作上，把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的绘画风格缤纷多彩，想象力天马行空。我的嗜好与我的工作结合，
产生了巨大的互动作用！

最近我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对公众的热烈反应感到惊喜。十分荣幸受
到各界的宠爱，我计划未来举办更多场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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