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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副刊編緝： 

新聞稿 ﹣ 即時發放 

 

數碼港商場首次舉辦 「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 

藝術風潮融入家居  型格品味此中尋 

 

(2012 年 6 月 14 日) 近月在香港掀起了濃郁的藝術熱潮，繼「法國五月」及「ART HK 12」（香港國際藝

術展）後，數碼港商場的「傢俬．生活點」將這股藝術設計的風潮融入起居生活之中，將於 6 月 30 日

至 7 月 2 日舉行「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逾一萬件來自外地與本地多個高級家具及生活用品的創意設

計品牌，在數碼港的「全天候廣場」進行展銷，以低至三折發售，更可參加「$1 生活家具拍賣」，以極

優惠價去參與競投，同場亦供應精緻又超值的英式自助下午茶，於活動中購物更可享有精品禮遇，節目

豐富，對追求優質家居品味生活，或是喜愛搜購型格家品的人士，絕對是七一回歸假期的好去處！    

 

數碼港「傢俬．生活點」 港島南罕有高級家具總匯 

 

數碼港商場近年以「傢俬．生活點」為概念，引進多個來自歐美等的特色家具，以及本地創意澎湃的自

家設計系列，成為港島南區難得的時尚家具總匯。貨品均別具特色，充分展現大師級的創作風格，配合

型格品味的生活態度。 

 

「傢俬．生活點」於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所舉行的首次「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集家具展銷和藝術欣

賞元素於一身，在數碼港寬敞的「全天候廣場」設有近二十個展銷攤位，大大小小的精選貨品包羅萬有，

每件精品或配件也是用料上乘，是設計師與藝術家用心打造的佳品。有的設計別具異國風情、有的簡約

時尚、有的前衛破格、有的環保創新﹔所有貨品會以低至三折發售，讓大家以極相宜價格添置名師設計

的家品，還可大玩家居 Mix and Match，增添新鮮感，盡顯個人風格!   

 

今次的參展商戶包括知名品牌如 Indigo Living、Indigo Kids、OVOstudio、住好啲、JMStyle 及歐化寶等。

其他特色設計品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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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匯集多個國際時裝名牌的 Absolute Fashion Outlet，展銷 D&G、Versace、Mondi、

TSE 等名牌，以及專售優雅時尚的德國女裝品牌 Marco Visconti，由衣飾以至手袋鞋履等一應俱全，也是

由三折起發售。 

 

 

七一回歸假期好去處 打造藝術型格家居新風格 

 

「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的高潮將會是在活動的最後一天，即 7 月 2 日下午 3 時舉行的「$1 生活家具拍

賣」，多件原價$549 至$3800 的家具、床上用品、嬰兒用品及家居精品，全部以$1 起進行拍賣，想以超

抵的價格投得心頭好，一定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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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於傾銷日會場購物滿$1000，即可獲贈數碼收音機一部，收聽最新的數碼廣播節目; 而購物滿$2000，

更可獲贈餐酒一支。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顧客可累積購物單據作禮品換領，數量不限，但必須是

同一天之消費單據。 

 

「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舉行期間，每天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供應的精美英式自助下午茶，每位特價

$48，顧客可於室內或露天雅座，一邊悠閒品嚐精美 high tea 小點，一邊欣賞數碼港賞心悅目的臨海景致，

抖擻精神再去血拼！這三天的下午 2 時更於會場大派 Dreyer’s 的全新口味雪糕 (每天限量送出 300 杯，

先到先得)！ 

 

數碼港「傢俬．生活點」一連三天舉行的「時尚生活家具傾銷日」，不論是喜愛時尚家具設計藝術，或

是享受七一回歸假期購物樂的一家大小，都不容錯過！ 

 

＋＋＋＋＋＋＋＋＋＋ 

有關活動相片，請於以下網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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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查詢: 3166 3111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 

附件一：參展商戶資料 

附件二：$1 生活家具拍賣資料 

 

有關數碼港商場 

數碼港商場位處數碼港的中心地帶，總面積超過 27,000 平方米，設有豪華舒適的電影院、雲集各國特色

美食的食肆、各類生活時尚零售店舖及大型超級市場，是港島南區罕有的高級購物消閒中心。 

數碼港商場以劃時代而創新的意念為設計藍本，建築風格融合了自然與科技，並結合零售、娛樂、趣味

教育及展覽等元素，數碼港商場為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帶來嶄新的娛樂和消閒體驗，更為區內社群提供

暢聚、舒展身心、休憩以及營商的理想環境。同時，數碼港商場內配備先進完善的多媒體設施及無線網

絡，顧客可隨時隨地接收新聞及最新資訊。無論身處數碼港商場內任何角落，一樣連繫無間。 

如欲安排訪問或索取更多有關資料 ，請聯絡 ﹣ Obediwise Communications 匯思公關： 

Boey Cheng                  

電話: 2345 7727 / 9323 0976       

電郵: boey@obediwise.com 

Bowie Cheung                 

電話: 2345 7727 / 9277 9643       

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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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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展商戶資料 

 商戶 商標 產品 詳情 

1 Indigo Living 

 

 

 

桃木三門餐具櫃 

原價: $7,990 

Now: $5,993 

 

紅色漆器小桌子 

原價: $7,490 

Now: $1,872.5 

Indigo Living於 1979年在香港成立，通過零售、租賃、批發和項目業務，為客戶提供高質素與創新的室內設計、傢俱

陳設及飾品。Indigo Living每年推出兩個全新系列，為亞洲和中東地區的客戶，提供時尚及價格合理的產品。Indigo Living

善於以包羅萬有、以設計為本的傢俱和配件，為客戶提供室內設計方案。Indigo Living運用不同的家居佈置方法，展現

真正具自我本色的生活空間。這就是 Indigo Living。 

2 Indigo Kids 

 
 

 

  

Salisbury Tall Bookcase書櫃 

原價: $5,190 

Now: $2,595  

 

Salisbury Kids Toys Box貯物箱 

原價: $3,490 

Now: $1,745 

 
Indigo Kids 為不同成長階段的小朋友提供有趣實用的傢俱飾品和玩樂配件，可配合不論幼兒至青少年時期的不同需要

和品味。 

3 OVOstudio  

 

 

  

  

魚形圖案陶瓷餐具套裝 

原價: $73  

Now: $37  

 

環保柚木椅子 

(左) 原價:$1,800 

 Now: $900  

(右) 原價: $2,900 

Now: $1,450 

OVO 於 2000 年成立，產品一向追求簡約的外型、優良的品質，細緻的線條和「生活」的感 

覺。致力把生活方式的奧義揭露出來，讓每一位顧客了解生活品味由家開始。品質的核心價 

值是一絲不苟地把顧客眼中對產品的質素帶到家中，所以我們承諾延續這個精神讓更多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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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袋 

原價:$150 

Now: $54 

要為顧客突顯一個貫徹的形象, 把「住好啲」這品牌的靈魂滲入每件貨品是十分重要的。 同時亦可確保每件印有住好

啲標誌的貨品均有其品牌的價值。 因此, 「住好啲」的主線產品均是由自家設計而不像一般家品店般從展銷會購入。 

 

我們的設計師認為亞洲絕對是發掘真正手工的集中地, 亞洲可生產全球最優質的布料、陶瓷、木工技術等國家之一。

以新潮的設計加上保留傳統手工技術, 加上幽默元素, 使「住好啲」能生產出充滿靈魂的產品, 而非現今市場上大量生

產的貨品。 

5 JMStyle 

Furniture & 

Gallery  

 

 

 

仿石頭咕臣凳子 

原價: $1,800 

NOW: $900 

 

竹製座枱燈 

原價: $3,200 

NOW: $1,280 

對於那些擁有敏銳審美眼光的朋友，JMStyle是一個讓你可以細味二十世紀經典設計傢俱的好地方。其位於薄扶林數碼

港商場 312號舖，面積達 6,000平方呎的旗艦店，亦是全港提供最多現代經典傢俬的總匯之一。 

JMStyle對貨品的設計細節、造功技巧及選材用料均有嚴格的要求，參照設計師的原創重新編排，力求將設計發揮得淋

漓盡致。皮料選用了意大利真皮或更豪華的苯胺皮，配以高質量的 304不鏽鋼，而顧客更可選用符合英國防火安全標

準（全球最高標準）的海綿。在其店內無論是充滿型格、舉足輕重的設計傢俱，或是前衛歐式梳化座椅當中，這份堅

持都得到驗證。 

充滿設計品味的傢俱既可成為一個空間的焦點，亦可與其他悉心挑選的傢俱互相配合，從而為你的空間注入一個經精

心設計的新格調。JMStyle的品味傢俱是配襯住宅、酒店、會所、餐廳、零售店鋪及寫字樓的最佳選擇。 

數碼港旗艦店內的每一個角落的陳設佈局均由 JMStyle的英籍創作總監 Malcolm Golding 巧妙安排。而這店亦開放予本

地有天份的藝術家展示其作品，為他們提供一個獨特的藝術平台。 

這裏就是 JMStyle，一個為注重優質生活與追求型格品味的你而設的地方。 

6 Aluminum  

 

 

 

梳妝台連椅子 

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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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桃木餐桌 

原價: $12,650 

NOW : $7,980 

 

美國橡木工作桌 

原價: $9,550 

NOW: $5,380 

 “原木” 成立於 1986年，主要製造高級現代實木傢具，產品出口往歐、美及亞洲等高消費市場，25年來專注現代傢

具設計及製造，由家居配件至各類型傢俬。為配合大中華區發展，我們先後在港、九及新界開設四間陳列室，主攻零

售市場，決意將歐、美時尚傢具帶入香港。 

8 Mama’s Dear  

 
 

 

 

全天候高性能嬰兒手推車 

原價 :$5,830 

NOW: $3,498 

 

矮櫥及護理組件 

原價:$5,900 

NOW: $3,540 

香港一站式嬰幼兒用品專門店，專售優質、時尚、具生活品味的嬰兒傢具用品。 

我們的理念是：蒐羅卓越而漂亮的嬰兒用品，為嬰兒提供優質時尚的生活，也為父母帶來一份充滿美感的購物體驗。

我們無論在採購、陳列、導購，都費盡心思，從父母的角度出發，務求令顧客在 Mama’s Dear的店裡得到最佳的服務。 

9 Ulfenbo  

歐化寶 

 

 

 

 

歐化寶獨立袋裝彈簧床褥 (MK1) 

原價: $6,830 

NOW:$3,800 

 

歐化寶 Bobby 913梳化 

原價: $7,980 

NOW $5,380 

歐化寶為歐化集團旗下品牌。歐化集團於 1975年成立，並自 1979 年起開始研製及銷售其自家品牌之床褥 - 歐化寶

床褥。歐化寶床褥現為香港主要床褥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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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化寶床褥以健康睡眠為出發點。所有歐化寶床褥均備有彈簧系統，能將身體的重量平均分散於床褥，有效避免身體

任何一部份過度受壓，並能令床褥更持久耐用。 

此外，歐化集團憑藉其超過 35年的研製床褥經驗及專業技術，成功將彈簧科技引進到梳化，研製出與床褥擁有一樣

承托力的「歐化寶真皮梳化系列」，無論坐下來休息或躺下小睡，均可體驗健康舒適的享受。 

10 Hidestyle  

 

 

 

 

牛皮拼縫地毯 

原價:$9,900 

NOW: $3,900 

 

牛皮咕臣 

原價:$450  

NOW:$150 

Hidestyle 是一間自行設計及生產優質牛毛皮及皮革地毯和家居裝飾用品的零售商我們最受歡迎的是牛毛皮地毯，是全

港最多選擇的，包括有 17個不同的自然圖案、多款絲印圖案，另有 50多個染色可供選擇。我們亦有進口澳洲和新西

蘭最好的長毛羊皮地毯。本公司也有提供馴鹿、羚羊、袋鼠的皮革，歡迎客人提供設計及款式圖樣。 

11 
Absolute 

Homecare 
 

 

花瓶 

原價: $350 

Now: $100/pc 

 Absolute Homecare專為客戶提供專業的室內設計及工程服務。我們的專業團隊管理，促使我們有效為各大企業、餐廳

及豪宅項目等提供室內設計及工程管理等服務。根據客戶的需求，生活品味及風格，為您度身訂造可行的方案。 

12 Barone 

Kitchen 
 

 

 

杯墊 

原價: $300 

NOW$: 120 

 

 

檸檬榨汁器 

原價: $150 

NOW: $50/pc 

 

Barone Kitchen是優質櫥櫃專賣店，為客戶度身訂造不同風格的櫥櫃。我們的設計師將為你提供專業意見及方案，訂

造一個品味獨特的櫥櫃。我們更致力將優質生活概念融入設計，讓你享受無上的煮食樂趣。Barone Kitchen的櫥櫃用

料來自美國，耐用有保證。我們亦有專業技師上門安裝，保證提供最專業及有品質的服務。 

13 To To Living   

 

戶外餐枱 連 4餐椅 

直傘配水泥座 

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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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柚木餐椅 

原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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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檯及坐椅 

原價: $40,927   

Now: $32,741 

Everything Under The Sun™在 1996年創辦，一直是香港，中國及東南亞高級戶外家具及配件的主要供應商。我們獨家

代理多個國際知名傢俱品牌，擁有各式各樣的家具，由組合式沙發，戶外照明，燒烤爐以至餐桌用品。所有家具都以

優質耐用的物料製造。我們的團隊不但搜羅世界各地的優質傢俬，亦為顧客提供專業意見，為客人打造一個舒適的居

住環境。 

16 
Absolute 

Fashion Outlet 
 

 

 
Absolute Fashion Outlet 匯集三十多個國際著名時裝品牌，為充滿品味及潮流觸角的時裝愛好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購物體

驗。貨品包羅萬有，由男女時尚服裝、手袋配件及鞋履都一應俱全。多個國際時尚品牌包括 D&G, Versace, Mondi, TSE 等

等。所有名牌服飾全年均以三至七折優惠價發售，讓顧客穿梭其中，盡情購物。 

17 

Marco Visconti   

 
1. 蕾絲釘珠背心連衣裙 

這款連衣裙分上下兩截，上半截是以東歐風格的印花印於純真絲布料上，充滿民族風情。鮮

明的顏色適合朝氣勃勃的春夏季。剪裁鬆身，適合潮濕炎熱的季節。加上一條腰帶，把女士的身段加以修飾。領

口輕輕下垂，右面加上蝴蝶扣，不對稱的設計令裙子更添玩味。下半截配以黑色蕾絲，為這襲裙子添上女人味。

裙子的上下兩截之間以白色小珠作修飾，以精緻的細節連貫連衣裙的上下兩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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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780 

NOW: $468 

  

2. 真絲民族印花背心上衣 

背心上衣佈滿一朵朵黃色的小花，充滿春夏的感覺。領口加上立體的白色小波點，精緻獨特。

微微泡起的設計，隨了看上去更活潑，也令短身的上衣適合襯托裙子或褲子。以真絲製造，加上鬆身的剪裁，透氣通

爽，適合潮濕炎熱的季節。橙紅的短裙顏色鮮艷奪目, 以褶邊裝飾裙腳，既清雅又保留獨特的細節。褶邊用上東歐風

格的印花，為裙子添時下流行的民族風情。整套服飾亮麗而不浮誇, 處處展現出夏日輕盈清爽、朝氣勃勃的感覺。 

原價 

Tank: $420 

Skirt: $680 

NOW 

Tank: $252 

Skirt: $408 

 
瑪歌婷於 1986 年在德國創立，因堅持選取優質意大利布料而取了一個意大利名字。時至今日，瑪歌婷仍堅持品牌一

貫的宗旨，以上乘布料加上精細的手藝，縫製出一件件獨一無二的衣服。現在銷售網絡遍布歐洲大陸，包括英國，西

班牙，希臘等。瑪歌婷於 2011 年在香港數碼港商場開設旗艦店及網上店，更透過天貓等網上平台進軍內地巿埸，同

時亦繼續出席 Pure London 及北京 Chic 中國國際服裝服飾博覽會等國際時裝展覽，希望能為更多女士提供優質時尚的

服飾。 

 

瑪歌婷揉合了歐陸古典氣質與時尚風格，手工精緻，用料舒適。款式上主張時尚而又不事浮誇的設計，大氣清靈，時

常加入一些藝術元素，並站於穿戴者的角度出發，務求展現都市女性柔和感性而又聰慧幹練的內涵。不論在職場或是

社交埸合，瑪歌婷的服飾都能展現出這種獨特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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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生活家具拍賣資料 

商戶 產品 詳情 

OVOstudio 

 

Tom Dixon Offcut 凳子 

原價 HK$2600 

Mama’s Dear 

 

便携折疊嬰兒床 

原價$1,500 

JMStyle  

 

餐椅 

原價$3200 

Indigo Kids 

 

坐墊套 

 原價 $549 

Indigo Living 

 

銀色陶瓷凳 

原價$ 999 

 

Absolute Homecare  

 

復古木柜 

原價$3,800 

G.O.D 

 

"我愛香港"床單套裝(雙人床) 

原價$1,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