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下載相關高清相片，請瀏覽：
https://www.dropbox.com/sh/5hwhno9znbq0xnt/AADCv4xqSO4jjL3YwwIQtVFTa?dl=0

昂坪 360 夏季限定「360°元宇宙初體驗」
驚喜穿梭

與真實世界

親子互動製作「我的第一個 NFT」

限時優惠 來回標準纜車門票 75 折

昂坪 360 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左一)、MMMeta 創辦人袁振雄先生 (Kim)（右一）及
香港盲人輔導會行政總裁譚靜儀女士（右二）
（香港 - 2022 年 6 月 16 日）元宇宙浪潮席捲全球，今個夏日，昂坪 360 為賓客迎來這股驚喜熱
浪──「360°元宇宙初體驗」，讓賓客 360 度初探元宇宙（Metaverse）「虛實」，遊走真實與
虛擬世界間，在太虛幻境逛「元宇宙萬物公司 Block177」的同時，又可在現實墟市選購實體精
品；賓客可同時體驗區塊鏈（blockchain）科技，製作自己專屬的第一個 NFT，從而認識這項融
合高科技與財經概念的新浪潮。活動期間，賓客購買來回纜車（標準車廂）門票可享 75 折優惠。

走進元宇宙萬物公司 Block177 360°元宇宙初體驗
「360°元宇宙初體驗」是昂坪 360 首度融合元宇宙概念和線上線下的夏季全新活動：線上方面投
入區塊鏈科技，與初創公司 MMMeta 及旗下品牌「Block177」 合作，讓賓客到訪元宇宙虛擬世
界 Voxels 建構的「元宇宙萬物公司 Block177」，公司貨品種類包羅萬有，預計至年底有過千商
戶進駐。賓客透過掃描二維碼(QR Code)進入萬物公司點選心水產品或服務，便可即時進行線上
訂購。「元宇宙萬物公司 Block177」融合虛擬與現實的創意空間，遊人可在店內欣賞 3D 纜車，
逛遊昂坪市集内的壁畫、菩提樹及祝福鼓等打卡熱點，猶如置身現實中的昂坪市集。當中更設有
線上遊戲，讓賓客贏取紀念品，而虛擬化身（AVATAR）導賞員 Ivan，更會不定時現身，帶領賓

客遊歷元宇宙及送出紀念品。
科技為社會帶來極大改善，元宇宙亦正加速滲入現代人生活，新冠疫情下加速了大衆適應網上生
活模式。作爲世界知名的旅遊景點，昂坪 360 一直致力透過科技提升纜車效益及顧客滿意度。昂
坪 360 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表示：「我們冀望透過舉辦 『360°元宇宙初體驗』活動，讓家長可
以趁夏日帶子女到郊外遊玩，輕輕鬆鬆接觸及認識元宇宙的基礎概念，由淺入深寓娛樂於學習新
知。」
MMMeta 創辦人 袁振雄先 生(Kim) 表示：「很榮幸能與昂坪 360 一 起實 踐『Web 3.0 to

Offline』，這是 MMMeta 元宇宙活動的一大躍步，讓參加者在線上線下同時感受元宇宙的趣
味。就如我們的理念，MMMeta 是品牌在現實世界和元宇宙之間的重要橋樑。」

Pop up 墟市&NFT 尋寶遊戲 融合真假世界
假作真時真亦假，元宇宙是虛擬與實體世
界的交融，在沉浸式數碼環境生活時，也
要與現實接軌。「360°元宇宙初體驗」融
合元宇宙跟現實生活，賓客乘搭纜車到達
昂坪市集前，可掃描二維碼由現實走進元
宇宙；當到達昂坪市集的實體 Pop up 墟
市，賓客瞬間可由虛擬返回現實，光顧元
宇宙内的十多間真實商戶，把在元宇宙看
到的精美商品帶回家中。

持有效纜車車票的賓客，更可參加「NFT 尋寶遊戲」，只要在市集内找出 3 個 NFT 打卡熱點，成
功以手機掃描全部 3 個 QR Code 集齊電子印章，便可獲紀念襟章乙套#；而成功在元宇宙完成小
遊戲的賓客，亦可在 5 間指定店舖*換領昂坪 360 精美文件夾乙個#。另外，於元宇宙尋找到虛擬
導賞員 Ivan，並根據指示於指定時間及地點與真人會面，即可獲發紀念品，讓賓客體驗線上線下
融合的驚喜。
*包括昂坪 360 禮品店 (東涌站)、昂坪 360 禮品店 (昂坪站)、香港有愛、360 動感影院禮品店、與佛同行禮品店。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

「我的第一個 NFT 工作坊」及 NFT 小教室 親子同學習新知識
NFT（Non-fungible token）即非同質化代幣，是儲存於區塊鏈的獨特及不可複製數碼證明，為
數碼資產提供特定擁有權；數碼藝術以往易被複製抄襲，透過 NFT 便能維護價值。
昂坪 360 首度舉辦入門級的「我的第
一個 NFT 工作坊」，於每個週末及公
衆假期（7 月 9 日及 16 日除外），持
有小童纜車車票並於「NFT 尋寶遊戲」

成功掃描 3 個 QR Code 的賓客可免費
參加「我的第一個 NFT 工作坊」，在
預設的圖案上加添創意及填上顔色，
作品經數碼化後，便會製作成為「我
的第一個 NFT」；活動期間所創作的
NFT 可 免 費 上 載 至 NFT 平 台
Artzioneer，每日首 100 位賓客更可即場印製個人化紀念 Tote Bag 一個。
另外，賓客可以網上預先報名參加「NFT 小教室」，由香港信息安全普及教育中心創辦人陳正文

博士講解元宇宙與 NFT、藝術作品的關係及運作原理等，課堂後參加者可以繪畫專屬自己的畫作
並製成 NFT，更可即場將繪畫完成的畫作印製成 Tote Bag，以及獲得限量版 NFT 襟章乙套。

上述兩項活動所製作的 NFT 上載至 NFT 平台
Artzioneer 後，均會成為獨一無二的數碼作品，
於全球展示的同時，更可作公開發售，創作者亦
可以港幣 100 元回購自己的 NFT，所有銷售 NFT
獲得的收益，扣除平台收費後，將全數捐予香港
盲人輔導會。

NFT 助視障人士 展示藝術天份
NFT 的出現讓人更容易發表創作，香港盲人輔導
會三位視障人士將自己創作的一幅幅充滿靈氣
而美麗的作品，製作成 5 個 NFT 並於 Artzioneer
線上平台發佈，讓全球欣賞。元宇宙及「Pop
Up 墟市」亦特設香港盲人輔導會攤位，售賣視
障人士的手作精品。香港盲人輔導會行政總裁
譚靜儀女士表示，協助視障及其他殘障人士發
揮潛能，走進社區參與不同活動，構建共融社
會乃該會一貫的宗旨，會方不時鼓勵服務使用
者參與工藝和藝術項目，培養他們欣賞藝術的興趣，突破界限，推動藝術共融，朝著「共融藝無
界」的目標進發。她感謝昂坪 360 給予這次機會，讓視障的朋友也可以一展才藝，啟發創作力及
表達自我，透過設計及製作獨一無二的 NFT，展現藝術無界的精神，期望活動可引起公眾對視障
及多重殘障人士藝術潛能的關注及讚賞。
譚靜儀女士亦感謝昂坪 360 於元宇宙及「Pop Up 墟市」攤位，售賣盲人工廠自家品牌「木廠街
19 號」的手工皂和手作精品，令公眾人士可藉此了解殘疾工友及學員的能力，一起推動傷健共
融。

IG FILTER
NFT 不一定是大人的投資工具，為了讓各年齡層的市民輕鬆及簡單
體驗 NFT 概念，昂坪 360 於其官方 Instagram 特設 AR Filter（濾
鏡)，讓用戶透過鏡頭將人物或物件轉化成 pixel art 數碼影像，簡
單製作 pixel art 照片。用家可在 AR Filter 内選擇各種貼圖，例如
卡通版的昂坪纜車、昂坪牛牛及大澳海豚，製作獨一無二的 pixel
art 圖像或影片。

360 °元宇宙初體驗活動詳情
日期

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

地點

昂坪 360 市集及元宇宙

纜車車票優惠

活動期間於昂坪 360 官網、或親臨昂坪 360 東涌或昂坪纜車站售票處，購買
來回纜車（標準車廂）門票，即享 75 折優惠

活動內容

•

元宇宙萬物公司 Block177（虛擬項目）

https://bit.ly/3MLozfp

活動網址

•

昂坪市集 NFT 尋寶遊戲

•

我的第一個 NFT 工作坊

•

NFT 小教室

•

Pop Up 墟市

https://www.np360.com.hk/tc/eventspromotions/events/360_Metaverse

昂坪市集 NFT 尋寶遊戲
日期

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活動內容

於昂坪市集 3 個指定 NFT 立體打卡位置掃描二維碼，集齊電子印章及出示即
日纜車門票，即可換領限量版 NFT 襟章乙套。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
止。

換領時間及地點

上午 11 時 – 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

NFT 打卡熱點 1

NFT 打卡熱點 2

NFT 打卡熱點 3

我的第一個 NFT 工作坊
活動簡介

出示即日小童纜車門票，並集齊三個電子印章，可免費參加 NFT 工作坊，每
日首 100 位完成任務的參加者，可即場印製個人化紀念 Tote Bag 乙個#
#

參加者於完成自創 NFT 後可到指定 NFT 平台購買，每個售出的 NFT 收入，

昂坪 360 將扣除相關元宇宙平台費用後，全數捐予香港盲人輔導會。
日期

2022 年 6 月 18, 19, 25, 26 日及 7 月 1, 2, 3 ,10,17, 23, 24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最後入場時間為下午 4 時 1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菩提樹旁室內展館
（需預先於 360 旅遊資訊中心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圖片只供參考)

NFT 小教室
活動簡介

由香港信息安全普及教育中心創辦人陳正文博士講解元宇宙和 NFT 的由來、
與藝術作品的關係、運作原理等，課堂後參加者可以繪畫專屬自己的畫作亦
並製成 NFT。完成後更可即場將繪畫完成的畫作印製成 Tote Bag、以及獲得
昂坪 360 限量版 NFT 襟章乙套。

日期

2022 年 7 月 9 及 16 日 （星期日）（每日兩場）

時段

第一場：下午 1 時至 2 時 30 分
第二場：下午 3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

昂坪市集 閣 360

名額

每場 40 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費用及登記方法

網上預先報名費用：
成人 HK$360 / 小童 HK$235
（包括來回纜車門票乙張 – 單程水晶車廂及單程標準車廂各乙程）
•

需要於購買套票時選定小教室日期及時段

即場報名費用：HK$150 （需憑即日纜車門票到 360 旅遊資訊中心報名）
陳正文博士簡介

•

香港信息安全普及教育中心創辦人

•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講師

•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元宇宙 Pop Up 墟市
活動簡介

昂坪市集的逢週末及公眾假期會舉行元宇宙 Pop Up 墟市，將虛擬手工市集
帶到現實世界，多間店舖參與，歡迎參觀選購。

日期

2022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24 日 （逢週末及公眾假期）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 –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

昂坪市集 19 號舖 （7-ELEVEN 便利店對面）

活動內容

設有 11 個參與店舖的商品（全部商店均於元宇宙百貨公司設虛擬店舖）

商戶名單

⁃
⁃
⁃
⁃
⁃
⁃
⁃
⁃
⁃
⁃
⁃

Pop Up 墟市

Beverage Answer
KNOTS TASTE
Lovelyhandmade by Helen
Novaks Tea
Paper and Tea
Papery
Presencense
Rucbe
Savewo
Sticksology
Z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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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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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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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eta
元宇宙先驅
NFT 行銷及市場推廣顧問

MMMeta 為香港及亞洲地區提供元宇宙及 NFT 行銷策略及市場推廣顧問服務。 MMMeta 擁有
豐富大型網上活動推廣營運背景和專業團隊，作為先驅帶領不同合作夥伴和品牌進入元宇宙和
NFT 世界，於數碼世界推廣宣傳, 為實體世界和元宇宙之間的主要銜接橋樑。MMMeta 最近獲得
第一屆元宇宙先鋒大獎並入圍 PR Awards Asia「Best Use of Virtual Platforms (B2C)」。旗下
品牌 Block177 更將於本年第四季正式推出，帶領大眾感受全新 Web 3.0 到線下的購物體驗。
MMMeta 全方位專業服務包括: 元宇宙零售店設計, 元宇宙土地租賃及買賣, 元宇宙社交媒體平臺
(Discord) 管理, NFT 系列設計, 鑄造及進階衍生品設計及製造, 於元宇宙建立品牌知名度，有效轉
化虛擬業務為實體銷售，並在元宇宙和數碼世界進行戰略性管理。

關於 Artzioneer
Artzioneer 是一家區塊鏈技術開發公司，專注於 NFT 藝術，並旨力於元宇宙中拓展具前瞻視野的
文化創意與產業緊密社區。Artzioneer 立志成為亞洲卓越的創意和文化產業 NFT 藝術平台，連結
亞洲頂級藝術家與藝術愛好者，創建更直接和緊密互動的社群。
Artzioneer 與藝術家、設計師、插畫家及創作者聯乘品牌合作，開發獨特的 NFT 藝術品，以供收
藏、交換、交易和展示。Artzioneer 亦致力提供多樣化的區塊鏈解決方案，使藝術愛好者能夠在
虛擬世界中，享受新鮮和無縫的超凡體驗。
如有垂詢，歡迎致電是次活動公關代表 Brighten Up Workshop:

Yoho Yung

︳電話：9191 6751 ︳電郵：yohoyung@yahoo.com

Hilda Ma

︳電話：9774 5445 ︳電郵：hilda852@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