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时发布 

开幕前奏预览崭新都市生活风格 

AIRSIDE 呈献首个圣诞市集「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明天开锣! 
许廷铿冯允谦 mansonvibes 黄妍 Cath Wong per se 等现场音乐表演／启德直排轮溜冰场／ 

50 个本地人气美食及品牌／宠物限定 FUN 区／打卡艺术壁画／绿色节日新体验 
 

 

(香港，2022 年 12 月 8 日) – 南丰集团（ 下称「南丰」）在启德的旗舰发展项目 AIRSIDE 开幕前，举办首个 AIRSIDE 圣诞
市集「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以「RETRO」为活动主轴，带大家游走一趟围绕「娱乐」（Recreation）、 

「环保」（Eco-awareness）、「美食」（Taste）、「购物」（Retail）及「原创」（Originality） 的复刻艺文之旅。 
 

共 16 日的圣诞市集由明天 12 月 9 日起，逢星期五、六、日及 12 月 23 至 1 月 1 日期间举行。不容错过的五大精选主题
活动包括，结合本地创作歌手现场表演、滚轴轮溜冰场、宠物限定 FUN 区、绿色节日体验，以及本地人气品牌圣诞市集
， 从节庆美食饮品、文创产品、在地手工艺以至宠物用品，应有尽有；更有歌手张继聪的古着品牌 Petrolhead 的期间限
定Pop-up，掀起怀旧时尚风，与大家一同玩尽圣诞节，并于节日里为启德注入互动新朝气。 

 独有绿「惜」圣诞体验率先感受 AIRSIDE「和而为一」崭新都市生活风格 
 

AIRSIDE 倡导一种崭新的都市生活风格「和而为一」（Wholeness）概念，引领不同面向的人和社群联系互动，与自然根
本融和。其中可持续发展及环保绿色生活是 AIRSIDE 积极推动的范畴，鼓励大众齐心行动，加强城市韧度。市集举行期
间，场内将与Bottless 合作为顾客提供可重用租借餐具服务，亦设有回收区，收集金属、塑料、玻璃及厨余，并由香港
有机资源再生中心（HKOWRC）将厨余送往有机资源回收中心（OPARK）转废为能；而部份厨余包括咖啡渣会于 AIRSIDE 

 
 

 
 



的农庄作堆肥用途，希望有效地处理废物。 

活动期间，访客达成每项健康及绿色生活任务后，即可透过南丰全新推出的「NF Touch 南丰会员计划」及「NF Touch」
手机应用程序获得「NF 种籽」作为奖励，鼓励大家建立健康、减废低碳生活模式。此外，访客更可于现场支持银杏 
馆、香港拯救猫狗协会、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及 LOVE 21 Foundation 的慈善义卖活动，获取「NF 种籽」。累积的「NF 种
籽」可分享予其他非牟利团体，南丰期后会为该团体提供相关支持，将你的爱心持续发放，实践同理互助的精神，为社
会创造更大影响力。 

 

为贯彻南丰独有以艺术结合环保元素庆祝节日的文化，今次通往圣诞市集的必经打卡艺术壁画隧道，其中由新晋本地时
装设计师 Sonic Lam 以及平面设计师 KATOL 合力创作的特色圣诞树装置便使用了 Levi’s 的牛仔布剩料创作，以另一形式
实践可持续的时尚风格。市集亦摆放了一颗以再生玻璃砖砌成的圣诞树，沿用去年将军澳广场再生玻璃圣诞小镇为创作
概念，延续回收玻璃第三次的生命周期。 

 活动精选 1：多位本地新生代创作歌手现场演出 
 

AIRSIDE 支持香港创意力量，透过本地创作音乐联系大众。多位本地独立创作歌手将亲临 AIRSIDE 现场分享作品，让音乐
的力量弥漫整个 AIRSIDE。今次歌手阵容强劲，首周打头阵的有许廷铿及 mansonvibes，以及 mue x Daniel Toh (opening 
act)，接着第二个星期是冯允谦 x 黄淑蔓以及卫诗x Kiri T 唱出节日温馨气氛，平安夜将有黄妍 Cath Wong 及 per se 跟我
们一起自弹自唱，而于 12 月 31 日压轴出场的有 XTIE 及石山街。支持本地音乐的你，到时记得准时出席！ 

 活动精选 2：艺文市集每周众集逾 50 个美食及品牌 
 

今年圣诞，AIRSIDE 首设以「RETRO」为主轴的艺文市集，每周集结超过 50 檔美食及生活品牌，识饮识食而且又爱购物
的你，绝对不能错过！一众人气美食品牌种类丰富，热食有 Lobster Boss 浓郁好味的招牌龙虾包及和牛汉堡、来自德国
热狗 x 茶匠令人回味无穷的传统德式香肠热狗及特式饮品、以及擅长自家制炸鱼及鱼肉制小食的 Fisholic 鱼事者；自认
是甜点控的，就要把握机会试试主打芋泥轻食的丸系手作(Uen.hk)、Kt’s Factory 的招牌手工麻糬毛巾卷或多款手工贝果
及英式松饼的&Scone。有美食当然就要配圣诞香料酒 Mulled Wine 及特制饮品，日照夜雾及吹啤啤将为大家带来充满本
地气息的手工啤酒、咖啡品牌浮生及素啡工场亦会在现场为大家调制可口的咖啡，有口福的你一定要来品尝各式滋味食
品及特色饮品。 

 
 

 
 



圣诞节当然亦不少得凭礼寄意，不论你想犒赏自己、拣选礼物为身边朋友送上祝福、或者为即将到来的派对准备礼物， 
充满节日氛围的市集搜罗了一系列特色圣诞精选礼品、富创意的生活精品及文创手作，是你选择圣诞礼物的必到之地。
特色精品其中有富复刻感的 TinBot 铁盒玩偶、古着工艺品牌旧蹓蹓 966 Time Traveller 的产品，是大细路 Kidults 及潮人
必选之物；八八九九的手作及生活精品、Disk Too 复古黑胶碟、Pause & Ponder 环保服饰、来自蔓活庄园的盆栽植物及
Wins Florist 芸艺花舍带来一系列圣诞限定礼品套装等。 

 

 
狂欢之余，圣诞节亦是送上爱和温暖的节日。多间非牟利团体包括心灵鸡汤慈善基金会、银杏馆、香港拯救猫狗协会、
香港妇女中心协会、Love 21 Foundation 将于圣诞市集慈善义卖各种食品、圣诞卡、宠物用品。新生代歌手mansonvibes
，per se 及 XTIE 将于市集期间快闪为品牌 Seek and Seed 及平凡妈妈充当一日店长，并将收益分别捐赠至香港拯救猫狗
协会及香港过敏协会，鼓励各位寓购物于行善，过一个别具意义的圣诞。 

场内亦会有由南丰小区项目「世界之约」展示一直以来与启德周边团体紧密合作的成果，伙拍不同单位设置以「众 
种」、「我的小小品牌」与「Farm to Bar」为主题的多个期间限定摊位。「众种」与「Farm to Bar」善用小区不同的闲
置空间，包括浪花花工作室、耀华工作室及王仲铭中学的天台及平台，于闹市中种植，并在圣诞期间为大家展现小区农
圃项目的收成，售卖包括 Mindfield 联乘王仲铭中学的微菜及可食用盆栽、Lomfa Fair 联乘 Love 21 种籽再造纸、种籽圣
诞装饰及升级再造圣诞卡；「Farm to Bar」则以「Grab to Go」 为概念，联合多个本地人气酒类品牌，其中包括白兰树
下及无名氏等，以于 AIRSIDE 种植的香料特调并推出每日限定 Cocktail 精选，爱小酌的你记得来支持他们；而「我的小
小品牌」则搜罗了一众糅合永续概念及本地制作的品牌，包括麻辣油、麻糬、奶冻、紫苏 XO 酱及豆豉酱等等，让大家
一尝在地滋味之余，亦可感受到南丰与小区之间的互动关系。 

 活动精选 3：滚轴轮溜冰场朋友欢聚新体验 
 

「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绝对是大人细路、运动潮人，以及毛孩与家长今个圣诞的最佳好去处。AIRSIDE 
将设计滚轴轮溜冰场，同时提供滚轴轮溜冰班，报名详情请留意 AIRSIDE 官方网站及 NF Touch 手机程序。另外，12 月 
24 及25 日会有主题派对炒热气氛，大家不妨相约三五知己一齐随节奏鲜明的音乐摆动身体、轻快骋驰。场内亦设有一
块由Kiehl’s 精心设计的型格 LED 荧光墙，突显品牌浓郁的纽约时尚风格，以及品牌标志性的 Mr Bones 骷髅头装饰点缀
圣诞，将会是另一个让人兴奋的打卡热点。 

 
 



 活动精选 4：宠物限定 FUN 区带毛孩外出叹一叹 
 

 

如果你想跟毛孩一起感受节日气氛，一于来到我们的宠物限定 FUN 区特设的打卡位，与它们一起拍照留念。场内更有多
个专售毛孩食品与用品的摊位，主打可供毛孩享用的汉堡、爆谷、多款种类零食肠与啤酒等，一定能满足你萌宠的好奇
与口胃。 

 活动精选 5：Retro Pop 潮袭启德新意怀旧混搭惊喜 
 

 

位于启德全新发展区的 AIRSIDE，首个圣诞市集将会以 Retro Pop 型格复古的设计，为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圣诞氛围。
现场将设有怀旧玩味十足的街机及弹珠机，让大家回味或想象 8、90 年代到机铺打机的快乐时光。我们亦联同 Social 
Nerd 邀请了新晋本地时装设计师 Sonic Lam 以及平面设计师 KATOL 以升级再造布料配合色彩丰富的涂鸦及图像，独创巨
型圣诞装置，以启德、怀旧及小区文化为创作启航，是你圣诞打卡的必到之处。 

 

说到怀旧，怎少得备受欢迎的古着。由本地歌手张继聪与拍挡阿骐主理的古着风品牌 Petrolhead，将于 12 月 17 及 18 日
设 Pop-up 向大家推介以「工装、军事、丹宁、电单车」为元素的复刻古着，提倡「穿得有型是日常」的生活态度。 

-完- 
 

 「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圣诞市集详情
地点：AIRSIDE Plaza 

地址：九龙启德协调道 2 号地下(沐元街入口) 
（启德站 B 出口 1 分钟直达；亦设多个车位；HKD$20/小时） 
日期：12 月 9-11 日、12 月 16-18 日、12 月 23 日至 1 月 1 日
开放时间： 

平日 3:00 PM – 9:00 PM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12:00 PM – 9:00 PM 

高清图片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scl/fo/7dbkr9fd9tzn5vdblkeu4/h?dl=0&rlkey=kdea6kfe3pjbr4acpq65z14fs 

https://www.dropbox.com/scl/fo/7dbkr9fd9tzn5vdblkeu4/h?dl=0&rlkey=kdea6kfe3pjbr4acpq65z14fs


传媒查询 
Chance Communications 
Chloe Hung / Mandy Chan 
E: chloe@chancecomm.com / mandy@chancecomm.com 
T: +852 6334 6038 / +852 9170 1121 

 

南丰集团 
Amanda Lee 
E: Amanda.lee@nanfung.com 
T: +852 2825 7342 

 
 

 关于南丰集团  
南丰发展有限公司，为南丰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是香港其中一家最大的私营综合企业，业务遍及世界各地，主要包括地
产项目、金融投资、酒店及航运等。集团由 1954 年创办至今在香港已投资与开发的地产项目超过 165 个，其中包括住
宅、办公楼、商业、酒店与工业物业等。除本港地产项目外，集团亦策略性拓展中国内地一线城市房地产业务，亦积极
投资海外房地产市场，如纽约、伦敦等城市。 

 

近年，南丰积极推动三创（创新，创意与创业）有关之业务，其代表作为南丰纱厂项目，将集团历史悠久的旧纱厂建筑
活化成一个集体验式零售、初企孵化基地及互动历史艺术馆于一身的多元平台，重塑本地 techstyle（时尚潮流与科技之
融合）行业的未来。除此以外，南丰通过其美国的 VC 平台 Pivotal 大力投资于生物科技，在内地，则透过其关联公司新
风天域(New Frontier)发展医疗、养老、教育与高科技行业之初创企业。 

 关于 AIRSIDE  

AIRSIDE 坐落九龙核心商业区启德黄金地段，为一个占地 190 万平方呎的综合商业用地发展项目。合共 47 层高的综合大 
楼，提供 32 层甲级写字楼及连接地下购物街的 700,000 平方呎多层购物商场。AIRSIDE 提倡「和而为一」（Wholeness） 
之都市生活风格，揉合文化、时尚生活及多元化绿色生活体验。 

 关于「世界之约」 
「世界之约」是南丰集团创立，一个以可持续发展、小区设计及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轴的小区项目。南丰期望善用集团在
社会上的领导性地位为非牟利组织、社会企业及小区设计师等持份者提供实质支持，实践社会赋权，加强小区可持续性
和资源运用效率。 「世界之约」的创立亦回应了近年于国际间流行的「韧性城市」概念，旨在可加强城市在社会、经
济、自然环境、技术体系及基础建设等层面应与外来风险拥有共存能力，从而带领香港的永续发展。「世界之约」将透
过伙拍本地各类型的社会团体，以展览、讲座、工作坊、艺文活动及城市导赏等多元渠道，创造特色小区资本，推广可
持续生活的价值观，从而启发市民回馈大自然。南丰集团承诺与大众一起从生活最微细的地方开始作出改变，实践与世
界共生的理念。 

mailto:chloe@chancecomm.com
mailto:mandy@chancecomm.com
mailto:Amanda.lee@nanfung.com


 附件(1): 表演场次及时间 
 

 日期  时间及表演嘉宾 

202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mansonvibes 

4:15 - 4:45 PM - 许廷铿 (Alfred Hui) ; opening act: mue x Daniel Toh 

202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冯允谦x 黄淑蔓 

4:15 - 4:45 PM - Kiri T x 卫诗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黄妍 Cath Wong 
4:15 - 4:45 PM - per se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XTIE 

4:15 - 4:45 PM - 石山街 

 快闪店长品牌及日期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
六） 

品牌: Seek and Seed 快闪店长: mansonvibes 

日期: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
六） 

品牌: 稍后公布 快闪店长: per se 

日期: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
六） 

品牌: 平凡妈妈 快闪店长: XTIE 

 附件(2): 市集精选推介 
 

 节日特色食品 Home Party 美食必备  圣诞派对仪式感首选 Kidults 大细路入货必选  萌宠乐园 

 Lobster Boss 

德国热狗x 茶匠 
Bel-Zims Chocolatier 
 日照夜雾 HoWong 
Brewing 

 city’super 

 蝶龙堂 

 后山妈妈 XO 虾仔辣 

 椒油 
Paper and Tea 

Beeflotanic 
Garin Store 

 白兰树下 

 Wins Florist 芸艺花舍 

Disk Too (黑胶碟) 
 铁宝奇盒Tinbot 
   
Morri Art Studio 
Petrolhead 

 旧蹓蹓 

Buddy Bite 
Hooment 
Miss Pup Tailor 

 毛孩街 

https://www.instagram.com/lobsterbosshk/
https://www.instagram.com/belzimshk/
https://www.instagram.com/howongbrewing/
https://www.instagram.com/howongbrewing/
https://www.instagram.com/howongbrewing/
https://www.instagram.com/citysuperhk/
https://www.instagram.com/be.dragon852/
https://www.instagram.com/hikingmamachilisauce/
https://www.instagram.com/hikingmamachilisauce/
https://www.instagram.com/paperandtea.hk/
https://www.instagram.com/beeflobotanic/
https://www.instagram.com/garian.hk/
https://www.instagram.com/perfumetreesgin_hk/
https://www.instagram.com/wins_florist_/
https://www.instagram.com/tinbotofficial/
https://www.instagram.com/morii.art.studio/
https://www.instagram.com/petrolhead_motor/
https://www.instagram.com/966_time_traveller/
http://buddybites.dog/
https://www.instagram.com/hoomenthk/
https://www.instagram.com/misspuptailor/
https://www.instagram.com/mohiguide/


 附件(3): 圣诞工作坊 
 

 附件(4): 市集位置指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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