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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昂坪360秋日新企划 

昂坪户外游艺会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 启动礼 

全球首播国际时装品牌VIVIENNE TAM 首个昂坪摄制线上时装骚       

大自然下的多元共融时尚 让世界看见香港美景 

艺术气息打卡墙、巨型木偶巡游剧场 齐齐JAM出昂坪 

#NgongPing360 #VivienneTam #NP360OutdoorArtcation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博士（中）联同VIVIENNE TAM创办人及设计师Vivienne Tam女士（右三）及昂坪360董事总经理刘

伟明先生（左三）担任活动主礼嘉宾 

 

 

（香港 – 2021年10月18日） 疫情阴霾下各界自强不息，引发更多「不可能」。 昂坪360推动多

元共融时尚，与不同界别携手呈献首个「昂坪户外游艺会Outdoor ARTcation」，破天荒与国际

知名设计师Vivienne Tam合作，将时装骚「移师」昂坪，发布VIVIENNE TAM品牌首个线上时装

骚 -「City Camouflaged城市缩影」，展现品牌最新的2021秋冬系列。 灵感源自距离繁忙市区咫

尺之遥，却拥有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让人可以漫步山林间放松身心的大屿山昂坪，同时成为首

个国际时装品牌结合本港大型旅游景点的线上时装骚。 

 

首个昂坪线上时装骚 宣扬多元共融爱地球 

在香港成长的国际时装设计师Vivienne Tam，将新一季时装骚，从纽约「移师」到昂坪取景拍

摄，模特儿在将城市与大自然连结的昂坪缆车、别具本地特色的昂坪市集、及城市净土心经简林

等香港着名景点「行天桥」，此破天荒时装骚将透过线上向全球发放，让全球各地的观众以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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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感受香港独有美丽。 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设计着重多元共融，主打超越国界、性

别、健障，宣扬爱地球、Love Your Style的时装，特别找来残奥轮椅剑击金牌得主、有「轮椅剑

后」之称的余翠怡参与拍摄，在大自然壮丽景色下透过时尚美学传播出大爱讯息。 

 

 
余翠怡（左三）于昂坪市集示范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 

 

昂坪户外游艺会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启动礼 

别合作创造更多不可能 让更多旅客看见香港美景 

今日大会特别于昂坪市集举行启动礼，邀得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联同昂

坪360董事总经理刘伟明先生、VIVIENNE TAM创办人及设计师Vivienne Tam女士出席，分享是

次合作的背后理念，以及如何透过是次合作，让全球更多旅客欣赏到香港的美景，吸引他们于通

关后选择香港作为首选旅游胜地。 

 

   
彭耀佳博士、Vivienne Tam及刘伟明先生与两位小朋友挥笔感受壁上作画的乐趣 

 

活动主礼嘉宾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表示：「我非常乐见双方藉着自身优势，达成跨界别的合

作，将香港旅游景点融合时尚元素，渲染更多元化的香港，并迈向国际舞台。 我非常欣赏是次活

动的创意和力量，期望能够吸引旅客，令香港在通关后继续成为旅客首选的旅游城市。」 

 

就昂坪360首度破天荒与国际时装品牌合作，昂坪360董事总经理刘伟明先生表示：「对于能与国

际知名时装品牌合作，感到非常雀跃，今次首度跨界别与时尚服装界协作，期望透过时装设计师



 

的特别视野，让全球各地观众看见香港的美丽，令昂坪360美景在海外市场以全新形象呈现，期望

疫情过后，成为海外旅客外游首选目的地。 此外，今次在疫情下与品牌的携手合作，成功体现各

界自强不息、齐齐创造更多不可能的创新思维。」 

 

首次制作线上时装骚的Vivienne Tam女士表示：「时尚界近年不断发布各个令人惊喜的跨界合作

和扩阔创作空间，包括在不同地点举办时装骚。 今次跟昂坪360合作，选址亦别具意义，因这里

景色优美，尤其心经简林更充满灵气，犹如一趟净化心灵的小旅行，启发了我的创作灵感，也希

望藉此次合作，让市民及旅客从新的角度认识这个地方。」 

 

  

 

她又说，疫情为各界带来不少冲击，但其实也有美好一面，就如她因疫情多留港，尝试了以往甚

少接触的行山活动，几乎每周行山一趟，更能感受香港大自然之美：「有些地方我从未去过，反

而是一些在港生活三十多年的外国朋友带我去，最近也首次踏足心经简林，感受大自然之美。」 

艺术总离不开生活，她因而首次将行山郊游的元素引入最新时装系列：「就像口罩一样，行山也

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时装也应该要配合！」 今季时装亦配上融入富有香港、甚至昂坪特色的斑

斓图案：「在一片绿油油中，犹如盛放的繁花。」 她希望，不同界别在疫情下自强不息，共同协

作，为香港带来更多爱、希望与正能量。 

 

秋日好去处 「昂坪户外游艺会Ngong Ping Outdoor ARTcation」 

 

昂坪360除了带来首个国际时装品牌结合本港大型旅

游景点的线上时装骚外，亦于即日起至11月7日举行

「昂坪户外游艺会Outdoor ARTcation」，与本地新

晋艺术家合作，为一家大细及年轻人带来一连串富有

艺术气息的活动。 

 

 

 

 

 

 

 

 



 

精选活动：(更多详情可参阅附件) 

（1） 本地艺术打卡墙 

在国际时装大师Vivienne Tam的启发下，香港新晋艺术家梅慧恩、连佩汶及Leon Lollipop 

以大自然为主题创作壁画，为昂坪市集注入艺术气息，成为「洗版」打卡的好去处。 

 

  
 

（2）亲子互动巨型木偶巡剧 

互动的木偶巡剧表演来到昂坪市集为大家送上欢

乐故事，让父母与孩子一同享受互动的亲子时

光，感受奥妙又神秘的大自然世界。 一场奇幻之

旅即将展开，自问喜爱剧场创作的你，请准备好

感受巨型木偶极具生命力的表演，绝对不能错

过，相信定必令你重拾童心！  

 

（3）JAM出昂坪 - ART JAMMING 

 

由本地艺术导师亲身带领的艺术工作坊，让小朋

友透过绘画艺术绘画出昂坪的壮丽大自然景色。 

工作坊分为「塑胶彩画工作坊」及「油墙工作

坊」，让小朋友发挥无限创意，展现潜能。 

 

（4）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国际知名设计师Vivienne Tam的首个线上时装

骚，以City Camouflaged城市缩影为主题，于

影片中绚丽登场，为观众呈现VIVIENNE TAM

最新2021秋冬系列，精彩的影像将转化成照片

并公开展出。 这个秋冬，让大家与VIVIENNE T

AM 展开一趟时尚文化旅程！ 

 

 

 



 

关于昂坪 360 

昂坪 360 为香港重要的旅游景点，是一个位于大屿山并结合大自然景观和文化探索的旅游新体

验。 昂坪缆车的总长度为 5.7 公里，主要来往东涌和昂坪。 宾客抵达昂坪巿集后可参观具文化特

色的主题建筑群，同时可到访市集内提供的多项精彩餐饮、购物和娱乐设施。  

 

昂坪缆车是世界少数的双缆索循环缆车系统，也是亚洲最大型的架空双缆索缆车系统。 旅客可在

约 25 分钟的缆车旅程中欣赏北大屿郊野公园的自然生态、东涌湾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辽阔美景。  

 

昂坪缆车体验和大澳文化深度游的行程，连同天坛大佛及宝莲禅寺一并获TripAdvisor于2018年旅

客之选 – 最佳旅游体验选为「亚洲十大最佳旅游体验」第二名，同时亦是「世界廿五大最佳旅游

体验」之一，同年更获TripAdvisor颁发「2018卓越奖」。 昂坪 360 又在 2017 年获《今日美国

报》评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之一。 此外，公司又于2015年荣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

N）誉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旅程」之一。 2014年，昂坪360荣获香港运输物流学会颁发「运输

物流卓越大奖2013 – 企业大奖」，同年跻身英国电讯报旅游网「世界十大惊喜缆车之旅」的名

单。 

 

关于VIVIENNE TAM  

享誉全球的华裔时装设计师Vivienne Tam出生在中国，成长于香港，在美国开创事业，被美国

《福布斯》（FORBES） 杂志选为「二十五位美籍华人翘楚」之一。 独特的背景造就了她独树一

帜的跨文化设计风格。 其倡导East-meets-West （融合东西） 的设计理念受国际时装界推崇， 

多项跨界合作 - 如为Hewlett Packard （HP） 惠普电脑设计的全球首款 Digital Clutch - 更被誉为

将创新科技与时尚完美结合的先驱。 除著作得奖书籍《China Chic》（中国风） 外，她的经典设

计如「观音」、「牡丹」等， 亦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MET Museum）、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

特博物馆 （V&A Museum） 及匹兹堡安迪沃荷美术馆 （ Andy Warhol Museum） 等多个知名

博物馆永久收藏。 

- 完 - 

 

此新闻稿由Six Degrees PR公关公司代表昂坪 360 发放。 

 

如有任何垂询，欢迎联络3150 8280 或 

Miki Mak  ︳电话：6412 8898 ︳电邮：miki@sixdegrees.com.hk   

Tiffany Wong  ︳电话：9379 8983 ︳电邮：tiffany@sixdegre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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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昂坪户外游艺会Outdoor ARTcation活动详情 

 

(1) 本地艺术打卡墙 

在国际时装大师Vivienne Tam的启发下，香港新晋艺术家梅慧恩、连佩汶及黎里昂Leon Lollipo

p，以大自然为主题创作壁画，为昂坪市集注入艺术气息，亦是即将「洗版」的打卡好去处。 

 

戴着皇冠的托腮猫 Gloomie 原来自在太平山街

出走后，来了大屿山登高，同大家一齐亲亲大

自然，欣赏昂坪好风景！ 可爱爆灯的Gloomie

慵懒地看着于昂坪市集游来游去的鲤鱼，它更

发现了这里有代表着吉祥的鲤鱼在天空飞，打

破「猫鱼」天生冤家的形象。 你可以像Glomm

ie一样托住个腮， 与墙上活灵活现的鲤鱼拍下

照片，打卡与Gloomie登高成功！ 

 

 

      

独特唯美的绘画风格以昂坪市集古式古香的

建筑氛围及于大屿山所能见的植物为灵感，

带你走进以艺术疗愈心灵的昂坪市集，完美

呈现大自然与昂坪市集的自然融和，让周遭

的绿意赶走你的烦闷;而展翅飞翔的鹤鸟更代

表着「打破生活的界限」，鼓励大家勇敢为

理想振翅，传递大自然美景的正能量，为生

活打打气！ 

 

(2) 亲子互动巨型木偶巡剧 

互动的木偶巡剧表演来到昂坪市集为大家送上欢乐故事，让父母与孩子一同享受互动的亲子时

光，感受奥妙又神秘的大自然世界。 一场奇幻之旅即将展开，自问喜爱剧场创作的你，请准备好

感受巨型木偶极具生命力的表演，绝对不能错过，相信定必令你重拾童心！ 

 

 



 

 

巨型木偶巡剧互动剧场演出日 

日期： 10月23、24、30、31日；11月6、7日 

时间： 中午12时、下午2时 （每天两场） 

內容： 大大画家Mr Nature'连同助手在昂坪市集绘画自然风景，但助手竟将大大画家的画笔、画

板及画纸都弄丢。 Mr Nature'欢迎大家走进昂坪市集成为小小助手，穿梭于市集不同角落

替Mr Nature'找回绘画工具，帮助大大画家绘画大自然，与大家过一个充满冒险的艺术假

期，共同探索及感受街头艺术。 

 

(3) JAM出昂坪 - ART JAMMING 

由本地艺术导师亲身带领，让小朋友可以通过绘画艺术亲身画出昂坪的壮丽大自然景色。 工作坊

分为「塑胶彩画工作坊」及「油墙工作坊」，让小朋友发挥无限创意，展现潜能。 

 

 

 

 

 

 

 

 

JAM出昂坪工作坊 

胶彩画工作坊 油墙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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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可以房间内墙壁上以画笔任意

添加色彩，考验小朋友的创造力，一

嚐作为小小街头艺术家壁上作画的滋

味，打造难忘好玩的秋日活动！ 

 

 

 

 

日期： 2021年10月23、24、30、31日；11月6、7日 

时间： 上午11时正、中午12时正、下午2时正、3时正及4时正 （每节8个名额*） 

參加方法： 宾客凡购买任何小童缆车门票，于到访日凭票于360旅游信息中心即场赞好昂

坪360 Facebook，即可免费换领即日工作坊名额一个。 （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 

地点： 昂坪市集涼亭 昂坪市集19号铺 

 

 



 

 

(4) 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国际知名设计师Vivienne Tam的首个线上时装骚，以 City Camouflaged 城市缩影为主题，于影

片中绚丽登场。 为将VIVIENNE TAM最新2021秋冬系列呈现于观众面前，精彩的影像将转化成照

片并展出。 这个秋冬，让你与VIVIENNE TAM 展开一趟时尚文化旅程！ 

 

全新VIVIENNE TAM 2021秋冬系列攝影展 

日期： 即日起至11月7日 

时间：  上午10时半至下午5时 

地点：  昂坪市集360旅游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