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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副刊编缉： 

新闻稿 ﹣ 实时发放 

 

数码港商场首次举办 「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 

艺术风潮融入家居  型格品味此中寻 

 

(2012 年 6 月 14 日) 近月在香港掀起了浓郁的艺术热潮，继「法国五月」及「ART HK 12」（香港国际艺

术展）后，数码港商场的「家俬．生活点」将这股艺术设计的风潮融入起居生活之中，将于 6 月 30 日

至 7 月 2 日举行「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逾一万件来自外地与本地多个高级家具及生活用品的创意设

计品牌，在数码港的「全天候广场」进行展销，以低至三折发售，更可参加「$1 生活家具拍卖」，以极

优惠价去参与竞投，同场亦供应精致又超值的英式自助下午茶，于活动中购物更可享有精品礼遇，节目

丰富，对追求优质家居品味生活，或是喜爱搜购型格家品的人士，绝对是七一回归假期的好去处！    

 

数码港「家俬．生活点」 港岛南罕有高级家具总汇 

 

数码港商场近年以「家俬．生活点」为概念，引进多个来自欧美等的特色家具，以及本地创意澎湃的自

家设计系列，成为港岛南区难得的时尚家具总汇。货品均别具特色，充分展现大师级的创作风格，配合

型格品味的生活态度。 

 

「家俬．生活点」于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所举行的首次「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集家具展销和艺术欣

赏元素于一身，在数码港宽敞的「全天候广场」设有近二十个展销摊位，大大小小的精选货品包罗万有，

每件精品或配件也是用料上乘，是设计师与艺术家用心打造的佳品。有的设计别具异国风情、有的简约

时尚、有的前卫破格、有的环保创新﹔所有货品会以低至三折发售，让大家以极相宜价格添置名师设计

的家品，还可大玩家居 Mix and Match，增添新鲜感，尽显个人风格!   

 

今次的参展商户包括知名品牌如 Indigo Living、Indigo Kids、OVOstudio、住好啲、JMStyle 及欧化宝等。

其他特色设计品牌包括 Aluminum、Woodmark Living、Mama’s Dear、Hidestyle、Absolute Homecare、Barone 

Kitchen、To To Living、HOME@SaJo、Oriental Rugs 及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除家具及家品外，亦有汇集多个国际时装名牌的 Absolute Fashion Outlet，展销 D&G、Versace、Mondi、

TSE 等名牌，以及专售优雅时尚的德国女装品牌 Marco Visconti，由衣饰以至手袋鞋履等一应俱全，也是

由三折起发售。 

 

 

七一回归假期好去处 打造艺术型格家居新风格 

 

「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的高潮将会是在活动的最后一天，即 7 月 2 日下午 3 时举行的「$1 生活家具拍

卖」，多件原价$549 至$3800 的家具、床上用品、婴儿用品及家居精品，全部以$1 起进行拍卖，想以超

抵的价格投得心头好，一定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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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于倾销日会场购物满$1000，即可获赠数码收音机一部，收听最新的数码广播节目; 而购物满$2000，

更可获赠餐酒一支。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顾客可累积购物单据作礼品换领，数量不限，但必须是

同一天之消费单据。 

 

「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举行期间，每天下午 3 时至 5 时 30 分供应的精美英式自助下午茶，每位特价

$48，顾客可于室内或露天雅座，一边悠闲品尝精美 high tea 小点，一边欣赏数码港赏心悦目的临海景致，

抖擞精神再去血拼！这三天的下午 2 时更于会场大派 Dreyer’s 的全新口味雪糕 (每天限量送出 300 杯，

先到先得)！ 

 

数码港「家俬．生活点」一连三天举行的「时尚生活家具倾销日」，不论是喜爱时尚家具设计艺术，或

是享受七一回归假期购物乐的一家大小，都不容错过！ 

 

＋＋＋＋＋＋＋＋＋＋ 

有关活动相片，请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dropbox.com/gallery/53442502/1/Cyberport%20Mega%20Sale?h=cac81e 

节目查询: 3166 3111  Facebook 专页︰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 

附件一：参展商户资料 

附件二：$1 生活家具拍卖资料 

 

有关数码港商场 

数码港商场位处数码港的中心地带，总面积超过 27,000 平方米，设有豪华舒适的电影院、云集各国特色

美食的食肆、各类生活时尚零售店铺及大型超级市场，是港岛南区罕有的高级购物消闲中心。 

数码港商场以划时代而创新的意念为设计蓝本，建筑风格融合了自然与科技，并结合零售、娱乐、趣味

教育及展览等元素，数码港商场为香港市民及海外游客带来崭新的娱乐和消闲体验，更为区内社群提供

畅聚、舒展身心、休憩以及营商的理想环境。同时，数码港商场内配备先进完善的多媒体设施及无线网

络，顾客可随时随地接收新闻及最新信息。无论身处数码港商场内任何角落，一样连系无间。 

如欲安排访问或索取更多有关资料 ，请联络 ﹣ Obediwise Communications 汇思公关： 

Boey Cheng                  

电话: 2345 7727 / 9323 0976       

电邮: boey@obediwise.com 

Bowie Cheung                 

电话: 2345 7727 / 9277 9643       

电邮: bcheung@obediwise.com 

 

 

 

http://www.dropbox.com/gallery/53442502/1/Cyberport%20Mega%20Sale?h=cac81e
mailto:boey@obediwise.com
mailto:bcheung@obediw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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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参展商户资料 

 商户 商标 产品 详情 

1 Indigo Living 

 

 

 

桃木三门餐具柜 

原价: $7,990 

Now: $5,993 

 

红色漆器小桌子 

原价: $7,490 

Now: $1,872.5 

Indigo Living 于 1979 年在香港成立，通过零售、租赁、批发和项目业务，为客户提供高质素与创新的室内设计、家具

陈设及饰品。Indigo Living 每年推出两个全新系列，为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客户，提供时尚及价格合理的产品。Indigo Living

善于以包罗万有、以设计为本的家具和配件，为客户提供室内设计方案。Indigo Living 运用不同的家居布置方法，展现

真正具自我本色的生活空间。这就是 Indigo Living。 

2 Indigo Kids 

 
 

 

  

Salisbury Tall Bookcase 书柜 

原价: $5,190 

Now: $2,595  

 

Salisbury Kids Toys Box 贮物箱 

原价: $3,490 

Now: $1,745 

 
Indigo Kids 为不同成长阶段的小朋友提供有趣实用的家具饰品和玩乐配件，可配合不论幼儿至青少年时期的不同需要

和品味。 

3 OVOstudio  

 

 

  

  

鱼形图案陶瓷餐具套装 

原价: $73  

Now: $37  

 

环保柚木椅子 

(左) 原价:$1,800 

 Now: $900  

(右) 原价: $2,900 

Now: $1,450 

OVO 于 2000 年成立，产品一向追求简约的外型、优良的质量，细致的线条和「生活」的感 

觉。致力把生活方式的奥义揭露出来，让每一位顾客了解生活品味由家开始。品质的核心价 

值是一丝不苟地把顾客眼中对产品的质素带到家中，所以我们承诺延续这个精神让更多的家 

庭也感受到生活品味源自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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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D. 

住好啲 

  

G.O.D.化妆袋 

原价:$150 

Now: $54 

要为顾客突显一个贯彻的形象, 把「住好啲」这品牌的灵魂渗入每件货品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亦可确保每件印有住好

啲标志的货品均有其品牌的价值。 因此, 「住好啲」的主线产品均是由自家设计而不像一般家品店般从展销会购入。 

 

我们的设计师认为亚洲绝对是发掘真正手工的集中地, 亚洲可生产全球最优质的布料、陶瓷、木工技术等国家之一。

以新潮的设计加上保留传统手工技术, 加上幽默元素, 使「住好啲」能生产出充满灵魂的产品, 而非现今市场上大量生

产的货品。 

5 JMStyle 

Furniture & 

Gallery  

 

 

 

仿石头咕臣凳子 

原价: $1,800 

NOW: $900 

 

竹制座枱灯 

原价: $3,200 

NOW: $1,280 

对于那些拥有敏锐审美眼光的朋友，JMStyle 是一个让你可以细味二十世纪经典设计家具的好地方。其位于薄扶林数码

港商场 312 号铺，面积达 6,000 平方呎的旗舰店，亦是全港提供最多现代经典家俬的总汇之一。 

JMStyle 对货品的设计细节、造功技巧及选材用料均有严格的要求，参照设计师的原创重新编排，力求将设计发挥得淋

漓尽致。皮料选用了意大利真皮或更豪华的苯胺皮，配以高质量的 304 不锈钢，而顾客更可选用符合英国防火安全标

准（全球最高标准）的海绵。在其店内无论是充满型格、举足轻重的设计家具，或是前卫欧式梳化座椅当中，这份坚

持都得到验证。 

充满设计品味的家具既可成为一个空间的焦点，亦可与其他悉心挑选的家具互相配合，从而为你的空间注入一个经精

心设计的新格调。JMStyle 的品味家具是配衬住宅、酒店、会所、餐厅、零售店铺及写字楼的最佳选择。 

数码港旗舰店内的每一个角落的陈设布局均由 JMStyle 的英籍创作总监 Malcolm Golding 巧妙安排。而这店亦开放予本

地有天份的艺术家展示其作品，为他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艺术平台。 

这里就是 JMStyle，一个为注重优质生活与追求型格品味的你而设的地方。 

6 Aluminum  

 

 

 

梳妆台连椅子 

原价: $6,999  

NOW: $1,999 

 

(只提供英文版本) 

Aluminium's mission is to provide stylish and alternative designer household furnishing and accessories to cosmopolitan 

dwellers.  Aluminium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amidst the internet boom era. It was a time during when many high-tech 

firms were opening offic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sourced quirky furniture from Aluminium to adorn their foyer and 

break-out room. The end of the millenium is also remembered with the explosion of media sectors, where new magazines 

like Wallpaper was starting to gain momentum and preached the culture of interior design and high-end designer furniture. 

Aluminium therefore seized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started to educate the Hong Kong public on what "designer chairs" 

mean. 

In 2000,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conic "Ball Chair" by Aluminium has a certain "wow" factor to the design community in Hong 

Kong. This has fused a breakthrough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how Hongkongers look at a piece of furniture. From then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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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 snowballing of Aluminium's popularity and the growth of Aluminium retail shops from one to presently 4 retail shops, 

in central, wanchai, Causeway Bay , and Horizon Plaza.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as the one-shop shopping venues for all kinds of design favourites from timeless design of Eames, to 

quirky design of Aarnio, Aluminium stocks almost all well-known funiture brands including Vitra, Herman Miller, Kartell, 

Magis, Fritz Hansen, Adelta, Hay, Artemide, Innovation, Kare Design, X.O. 

It is also noted that Aluminium has been active in launching cross-over events with international brands including PRADA, 

APPLE, NISSAN, LOEWE, Vacheron Constantin and so on. 

7 Woodmark 

Living 

原木生活 

 

 

 

 

美国桃木餐桌 

原价: $12,650 

NOW : $7,980 

 

美国橡木工作桌 

原价: $9,550 

NOW: $5,380 

 “原木” 成立于 1986 年，主要制造高级现代实木家具，产品出口往欧、美及亚洲等高消费市场，25 年来专注现代家

具设计及制造，由家居配件至各类型家俬。为配合大中华区发展，我们先后在港、九及新界开设四间陈列室，主攻零

售市场，决意将欧、美时尚家具带入香港。 

8 Mama’s Dear  

 
 

 

 

全天候高性能婴儿手推车 

原价 :$5,830 

NOW: $3,498 

 

矮橱及护理组件 

原价:$5,900 

NOW: $3,540 

香港一站式婴幼儿用品专门店，专售优质、时尚、具生活品味的婴儿家具用品。 

我们的理念是：搜罗卓越而漂亮的婴儿用品，为婴儿提供优质时尚的生活，也为父母带来一份充满美感的购物体验。

我们无论在采购、陈列、导购，都费尽心思，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务求令顾客在 Mama’s Dear 的店里得到最佳的服务。 

9 Ulfenbo  

欧化宝 

 

 

 

 

欧化宝独立袋装弹簧床褥 (MK1) 

原价: $6,830 

NOW:$3,800 

 

欧化宝 Bobby 913 梳化 

原价: $7,980 

NOW $5,380 

欧化宝为欧化集团旗下品牌。欧化集团于 1975 年成立，并自 1979 年起开始研制及销售其自家品牌之床褥 - 欧化宝

床褥。欧化宝床褥现为香港主要床褥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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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化宝床褥以健康睡眠为出发点。所有欧化宝床褥均备有弹簧系统，能将身体的重量平均分散于床褥，有效避免身体

任何一部份过度受压，并能令床褥更持久耐用。 

此外，欧化集团凭借其超过 35 年的研制床褥经验及专业技术，成功将弹簧科技引进到梳化，研制出与床褥拥有一样

承托力的「欧化宝真皮梳化系列」，无论坐下来休息或躺下小睡，均可体验健康舒适的享受。 

10 Hidestyle  

 

 

 

 

牛皮拼缝地毯 

原价:$9,900 

NOW: $3,900 

 

牛皮咕臣 

原价:$450  

NOW:$150 

Hidestyle 是一间自行设计及生产优质牛毛皮及皮革地毯和家居装饰用品的零售商我们最受欢迎的是牛毛皮地毯，是全

港最多选择的，包括有 17 个不同的自然图案、多款丝印图案，另有 50 多个染色可供选择。我们亦有进口澳洲和新西

兰最好的长毛羊皮地毯。本公司也有提供驯鹿、羚羊、袋鼠的皮革，欢迎客人提供设计及款式图样。 

11 
Absolute 

Homecare 
 

 

花瓶 

原价: $350 

Now: $100/pc 

 Absolute Homecare 专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室内设计及工程服务。我们的专业团队管理，促使我们有效为各大企业、餐厅

及豪宅项目等提供室内设计及工程管理等服务。根据客户的需求，生活品味及风格，为您度身订造可行的方案。 

12 Barone 

Kitchen 
 

 

 

杯垫 

原价: $300 

NOW$: 120 

 

 

柠檬榨汁器 

原价: $150 

NOW: $50/pc 

 

Barone Kitchen 是优质橱柜专卖店，为客户度身订造不同风格的橱柜。我们的设计师将为你提供专业意见及方案，订

造一个品味独特的橱柜。我们更致力将优质生活概念融入设计，让你享受无上的煮食乐趣。Barone Kitchen 的橱柜用

料来自美国，耐用有保证。我们亦有专业技师上门安装，保证提供最专业及有质量的服务。 

13 To To Living   

 

户外餐枱 连 4 餐椅 

直伞配水泥座 

原价: $6,660 

Now:$ 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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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提供英文版本) 

ToTo Living is a well established outdoor furniture company in Hong Kong. We offer wide ranges of stylish products with over 

100 of colors & materials to consumers. Our price is competitive as we have our own factories and we can also customize 

your design according to your individual needs. 

14 HOME@SaJo  

 

循环柚木餐椅 

原价: $2360 

NOW: $990 

(只提供英文版本) 

Home@SaJo is the second line of ToTo Living. We sell exquisite design & high quality imported wooden furniture. We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wood including Teak & Magongany & stylish home accessorizes from Southeast Asia. 

15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 

 

 

餐台及坐椅 

原价: $40,927   

Now: $32,741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在 1996 年创办，一直是香港，中国及东南亚高级户外家具及配件的主要供货商。我们独家

代理多个国际知名家具品牌，拥有各式各样的家具，由组合式沙发，户外照明，烧烤炉以至餐桌用品。所有家具都以

优质耐用的物料制造。我们的团队不但搜罗世界各地的优质家俬，亦为顾客提供专业意见，为客人打造一个舒适的居

住环境。 

16 
Absolute 

Fashion Outlet 
 

 

 Absolute Fashion Outlet 汇集三十多个国际著名时装品牌，为充满品味及潮流触角的时装爱好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购物体

验。货品包罗万有，由男女时尚服装、手袋配件及鞋履都一应俱全。多个国际时尚品牌包括 D&G, Versace, Mondi, TSE 等

等。所有名牌服饰全年均以三至七折优惠价发售，让顾客穿梭其中，尽情购物。 

17 

Marco Visconti   

 1. 蕾丝钉珠背心连衣裙 

这款连衣裙分上下两截，上半截是以东欧风格的印花印于纯真丝布料上，充满民族风情。鲜

明的颜色适合朝气勃勃的春夏季。剪裁松身，适合潮湿炎热的季节。加上一条腰带，把女士的身段加以修饰。领

口轻轻下垂，右面加上蝴蝶扣，不对称的设计令裙子更添玩味。下半截配以黑色蕾丝，为这袭裙子添上女人味。

裙子的上下两截之间以白色小珠作修饰，以精致的细节连贯连衣裙的上下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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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 $780 

NOW: $468 

  

2. 真丝民族印花背心上衣 

背心上衣布满一朵朵黄色的小花，充满春夏的感觉。领口加上立体的白色小波点，精致独特。

微微泡起的设计，随了看上去更活泼，也令短身的上衣适合衬托裙子或裤子。以真丝制造，加上松身的剪裁，透气通

爽，适合潮湿炎热的季节。橙红的短裙颜色鲜艳夺目, 以褶边装饰裙脚，既清雅又保留独特的细节。褶边用上东欧风

格的印花，为裙子添时下流行的民族风情。整套服饰亮丽而不浮夸, 处处展现出夏日轻盈清爽、朝气勃勃的感觉。 

原价 

Tank: $420 

Skirt: $680 

NOW 

Tank: $252 

Skirt: $408 

 玛歌婷于 1986 年在德国创立，因坚持选取优质意大利布料而取了一个意大利名字。时至今日，玛歌婷仍坚持品牌一

贯的宗旨，以上乘布料加上精细的手艺，缝制出一件件独一无二的衣服。现在销售网络遍布欧洲大陆，包括英国，西

班牙，希腊等。玛歌婷于 2011 年在香港数码港商场开设旗舰店及网上店，更透过天猫等网上平台进军内地巿埸，同

时亦继续出席 Pure London 及北京 Chic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等国际时装展览，希望能为更多女士提供优质时尚的

服饰。 

 

玛歌婷揉合了欧陆古典气质与时尚风格，手工精致，用料舒适。款式上主张时尚而又不事浮夸的设计，大气清灵，时

常加入一些艺术元素，并站于穿戴者的角度出发，务求展现都市女性柔和感性而又聪慧干练的内涵。不论在职场或是

社交埸合，玛歌婷的服饰都能展现出这种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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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生活家具拍卖资料 

商户 产品 详情 

OVOstudio 

 

Tom Dixon Offcut 凳子 

原价 HK$2600 

Mama’s Dear 

 

便携折迭婴儿床 

原价$1,500 

JMStyle  

 

餐椅 

原价$3200 

Indigo Kids 

 

坐垫套 

 原价 $549 

Indigo Living 

 

银色陶瓷凳 

原价$ 999 

 

Absolute Homecare  

 

复古木柜 

原价$3,800 

G.O.D 

 

"我爱香港"床单套装(双人床) 

原价$1,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