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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昂坪360秋日新企劃 

昂坪戶外遊藝會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 啟動禮 

全球首播國際時裝品牌VIVIENNE TAM   首個昂坪攝製線上時裝騷       

大自然下的多元共融時尚  讓世界看見香港美景 

藝術氣息「打卡牆」、巨型木偶巡遊劇場     齊齊JAM出昂坪  

#NgongPing360 #VivienneTam #NP360OutdoorArtcation 

 

 
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博士（中）聯同VIVIENNE TAM創辦人及設計師Vivienne Tam女士（右三）及 

昂坪360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左三）擔任活動主禮嘉賓 

 

(香港 – 2021年10月18日) 疫情陰霾下各界自強不息，引發更多「不可能」。昂坪360推動多元共

融時尚，與不同界別攜手呈獻首個「昂坪戶外遊藝會Outdoor ARTcation」，破天荒與國際知名

設計師Vivienne Tam合作，將時裝騷「移師」昂坪，發佈VIVIENNE TAM品牌首個線上時裝騷 -

「City Camouflaged城市縮影」，展現品牌最新的2021秋冬系列。靈感源自距離繁忙市區咫尺之

遙，卻擁有美不勝收的自然景觀，讓人可以漫步山林間放鬆身心的大嶼山昂坪，同時成為首個國

際時裝品牌結合本港大型旅遊景點的線上時裝騷。 

 

首個昂坪線上時裝騷    宣揚多元共融愛地球 

在香港成長的國際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將新一季時裝騷，從紐約「移師」到昂坪取景拍

攝，模特兒在將城市與大自然連結的昂坪纜車、別具本地特色的昂坪市集、及城市淨土心經簡林

等香港著名景點「行天橋」，此破天荒時裝騷將透過線上向全球發放，讓全球各地的觀眾以全新

角度感受香港獨有美麗。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設計著重多元共融，主打超越國界、性

http://tiny.cc/i7bkuz


 

別、健障，宣揚愛地球、Love Your Style的時裝，特別找來殘奧輪椅劍擊金牌得主、有「輪椅劍

后」之稱的余翠怡參與拍攝，在大自然壯麗景色下透過時尚美學傳播出大愛訊息。 

 

 
余翠怡（左三）於昂坪市集示範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 

 

「昂坪戶外遊藝會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啟動禮 

跨界別合作創造更多不可能   讓更多旅客看見香港美景 

今日大會特別於昂坪市集舉行啟動禮，邀得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聯同昂

坪360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VIVIENNE TAM創辦人及設計師Vivienne Tam女士出席，分享是

次合作的背後理念，以及如何透過是次合作，讓全球更多旅客欣賞到香港的美景，吸引他們於通

關後選擇香港作為首選旅遊勝地。 

 

   
彭耀佳博士、Vivienne Tam及劉偉明先生與兩位小朋友揮筆感受壁上作畫的樂趣 

 

活動主禮嘉賓旅發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表示：「我非常樂見雙方藉著自身優勢，達成跨界別的合

作，將香港旅遊景點融合時尚元素，呈現更多元化的香港，並邁向國際舞台。我非常欣賞是次活

動的創意和力量，期望能夠吸引旅客，令香港在通關後繼續成為旅客首選的旅遊城市。」 

 

就昂坪360首度破天荒與國際時裝品牌合作，昂坪360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表示：「對於能與國

際知名時裝品牌合作，感到非常雀躍，今次首度跨界別與時尚服裝界協作，期望透過時裝設計師

的特別視野，讓全球各地觀眾看見香港的美麗，令昂坪360美景在海外市場以全新形象呈現，期望



 

疫情過後，成為海外旅客外遊首選目的地。此外，今次在疫情下與品牌的攜手合作，成功體現各

界自強不息、齊齊創造更多不可能的創新思維。」 

 

而首次製作線上時裝騷的Vivienne Tam女士表示：「時尚界近年不斷發佈各個令人驚喜的跨界合

作和擴闊創作空間，包括在不同地點舉辦時裝騷。今次跟昂坪360合作，選址亦別具意義，因這裡

景色優美，尤其心經簡林更充滿靈氣，猶如一趟淨化心靈的小旅行，啟發了我的創作靈感，也希

望藉此次合作，讓市民及旅客從新的角度認識這個地方。」 

 

  

 

她又說，疫情為各界帶來不少衝擊，但其實也有美好一面，就如她因疫情多留港，嘗試了以往甚

少接觸的行山活動，幾乎每周行山一趟，更能感受香港大自然之美：「有些地方我從未去過，反

而是一些在港生活三十多年的外國朋友帶我去，最近也首次踏足心經簡林，感受大自然之美。」

藝術總離不開生活，她因而首次將行山郊遊的元素引入最新時裝系列：「就像口罩一樣，行山也

成為我們生活一部分，時裝也應該要配合！」今季時裝亦配上融入富有香港、甚至昂坪特色的斑

斕圖案：「在一片綠油油中，猶如盛放的繁花。」她希望，不同界別在疫情下自強不息，共同協

作，為香港帶來更多愛、希望與正能量。 

 

秋日好去處 「昂坪戶外遊藝會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 

 

昂坪360除了帶來首個國際時裝品牌結合本港大型旅

遊景點的線上時裝騷外，亦於即日起至11月7日舉行

「昂坪戶外遊藝會Outdoor ARTcation」，與本地新

晉藝術家合作，為一家大細及年輕人帶來一連串富有

藝術氣息的活動。 

 

 

 

 

 

 

 

 

 



 

精選活動：(更多詳情可參閱附件) 

（1） 本地藝術打卡牆 

在國際時裝大師Vivienne Tam的啟發下，香港新晉藝術家梅慧恩、連佩汶及Leon Lollipop 

以大自然為主題創作壁畫，為昂坪市集注入藝術氣息，成為「洗版」打卡的好去處。 

 

  
 

（2）親子互動巨型木偶巡劇 

互動的木偶巡劇表演來到昂坪市集為大家送上歡

樂故事，讓父母與孩子一同享受互動的親子時

光，感受奧妙又神秘的大自然世界。一場奇幻之

旅即將展開，自問喜愛劇場創作的你，請準備好

感受巨型木偶極具生命力的表演，絕對不能錯

過，相信定必令你重拾童心！  

 

（3）JAM出昂坪 - ART JAMMING 

 

由本地藝術導師親身帶領的藝術工作坊，讓小朋

友透過繪畫藝術繪畫出昂坪的壯麗大自然景色。

工作坊分為「塑膠彩畫工作坊」及「油牆工作

坊」，讓小朋友發揮無限創意，展現潛能。 

 

（4）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國際知名設計師Vivienne Tam的首個線上時裝

騷，以「City Camouflaged城市縮影」為主

題，於影片中絢麗登場，為觀眾呈現VIVIENNE 

TAM最新2021秋冬系列，精彩的影像將轉化成

照片並公開展出。這個秋冬，讓大家與VIVIEN

NE TAM 展開一趟時尚文化旅程! 

 

 

 



 

關於昂坪 360 

昂坪 360 為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是一個位於大嶼山並結合大自然景觀和文化探索的旅遊新體

驗。昂坪纜車的總長度為 5.7 公里，主要來往東涌和昂坪。賓客抵達昂坪巿集後可參觀具文化特

色的主題建築群，同時可到訪市集內提供的多項精彩餐飲、購物和娛樂設施。  

 

昂坪纜車是世界少數的雙纜索循環纜車系統，也是亞洲最大型的架空雙纜索纜車系統。旅客可在

約 25 分鐘的纜車旅程中欣賞北大嶼郊野公園的自然生態、東涌灣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遼闊美景。  

 

昂坪纜車體驗和大澳文化深度遊的行程，連同天壇大佛及寶蓮禪寺一併獲 TripAdvisor 於 2018 年

「旅客 之選 – 最佳旅遊體驗」選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體驗」第二名，同時亦是「世界廿五大最

佳旅遊體驗」之一，同年更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8 卓越獎」。昂坪 360 又在 2017 年獲《今

日美國報》評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之一。此外，公司又於 2015 年榮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絡 (CNN) 譽為「世界十大最 佳纜車旅程」之一。2014 年，昂坪 360 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

「運輸物流卓越大獎 2013 – 企業大獎」，同年躋身英國電訊報旅遊網「世界十大驚喜纜車之旅」

的名單。 

 

關於VIVIENNE TAM  

享譽全球的華裔時裝設計師Vivienne Tam 出生在中國，成長於香港，在美國開創事業，被美國

《福布斯》(FORBES) 雜誌選為「二十五位美籍華人翹楚」之一。 獨特的背景造就了她獨樹一幟

的跨文化設計風格。 其宣導 East-meets-West (融合東西) 的設計理念受國際時裝界推崇, 多項跨

界合作 - 如為Hewlett Packard (HP) 惠普電腦設計的全球首款 Digital Clutch - 更被譽為將創新科

技與時尚完美結合的先驅。 除著作得獎書籍《China Chic》(中國風) 外，她的經典設計如「觀

音」、「牡丹」等, 亦被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MET Museum)、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 (V&A 

Museum) 及匹茲堡安迪沃荷美術館 ( Andy Warhol Museum) 等多個知名博物館永久收藏。 

 

- 完 - 

 

此新聞稿由Six Degrees PR公關公司代表昂坪 360 發放。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聯絡3150 8280 或 

Miki Mak  ︳電話：6412 8898 ︳電郵：miki@sixdegrees.com.hk   

Tiffany Wong  ︳電話：9379 8983 ︳電郵：tiffany@sixdegre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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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昂坪戶外遊藝會Outdoor ARTcation活動詳情 

 

(1) 本地藝術打卡牆 

在國際時裝大師Vivienne Tam的啟發下，香港新晉藝術家梅慧恩、連佩汶及黎里昂Leon Lollipo

p，以大自然為主題創作壁畫，為昂坪市集注入藝術氣息，亦是即將「洗版」的打卡好去處。 

 

戴著皇冠的托腮貓 Gloomie 原來自在太平山街

出走後，來了大嶼山登高，同大家一齊親親大

自然，欣賞昂坪好風景！可愛爆燈的Gloomie

慵懶地看著於昂坪市集遊來遊去的鯉魚，牠更

發現了這裡有代表著吉祥的鯉魚在天空飛，打

破「貓魚」天生冤家的形象。你可以像Glommi

e一樣托住個腮， 與牆上活靈活現的鯉魚拍下照

片，打卡與Gloomie登高成功！  

      

獨特唯美的繪畫風格以昂坪市集古式古香的

建築氛圍及於大嶼山所能見的植物為靈感，

帶你走進以藝術療癒心靈的昂坪市集，完美

呈現大自然與昂坪市集的自然融和，讓周遭

的綠意趕走你的煩悶；而展翅飛翔的鶴鳥更

代表著「打破生活的界限」，鼓勵大家勇敢

為理想振翅，傳遞大自然美景的正能量，為

生活打打氣！ 

 

(2) 親子互動巨型木偶巡劇 

互動的木偶巡劇表演來到昂坪市集為大家送上歡樂故事，讓父母與孩子一同享受互動的親子時

光，感受奧妙又神秘的大自然世界。一場奇幻之旅即將展開，自問喜愛劇場創作的你，請準備好

感受巨型木偶極具生命力的表演，絕對不能錯過，相信定必令你重拾童心！ 

 

 



 

 

巨型木偶巡劇互動劇場演出日 

日期： 10月23、24、30、31日；11月6、7日 

時間： 中午12時、下午2時 (每天兩場) 

內容： 大大畫家Mr Nature’連同助手在昂坪市集繪畫自然風景，但助手竟將大大畫家的畫筆、

畫板及畫紙都弄丟。Mr Nature’歡迎大家走進昂坪市集成為小小助手，穿梭於市集不同

角落替Mr Nature’找回繪畫工具，幫助大大畫家繪畫大自然，與大家過一個充滿冒險的

藝術假期，共同探索及感受街頭藝術。 

 

(3) JAM出昂坪 - ART JAMMING 

由本地藝術導師親身帶領，讓小朋友可以透過繪畫藝術親身畫出昂坪的壯麗大自然景色。工作坊

分 為 「 塑 膠 彩 畫 工 作 坊 」 及 「 油 牆 工 作 坊 」 ， 讓 小 朋 友 發 揮 無 限 創 意 ， 展 現 潛 能 。 

 

 

 

 

 

 

 

 

JAM出昂坪工作坊 

塑膠彩畫工作坊 油牆工作坊 

導師將教授小朋友認識塑膠彩的特性和

繪畫技巧，讓小朋友邊玩邊學。家長亦

可從旁協助小朋友，享受親子時光。完

成作品後，小朋友更可將作品帶走紀

念，永遠留下自己心中的昂坪風光。 

 

 

 

小朋友可以房間內牆壁上以畫筆任意

添加色彩，考驗小朋友的創造力，一

嚐作爲小小街頭藝術家壁上作畫的滋

味，打造難忘好玩的秋日活動！ 

 

 

 

 

日期： 2021年10月23、24、30、31日；11月6、7日 

時間： 上午11時正、中午12時正、下午2時正、3時正及4時正 (每節8個名額*) 

參加方法： 賓客凡購買任何小童纜車門票，於到訪日憑票於360旅遊資訊中心即場讚好昂

坪360 Facebook，即可免費換領即日工作坊名額一個。（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昂坪市集19號舖 

 

 



 

(4) 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國際知名設計師Vivienne Tam的首個線上時裝騷，以「City Camouflaged 城市縮影」為主題，

於影片中絢麗登場。為將VIVIENNE TAM最新2021秋冬系列呈現於觀眾面前，精彩的影像將轉化

成照片並展出。這個秋冬，讓你與VIVIENNE TAM 展開一趟時尚文化旅程! 

 

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日期： 即日起至11月7日 

時間：  上午10時半至下午5時 

地點：  昂坪市集360旅遊資訊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