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開幕前奏預覽嶄新都市生活風格  

AIRSIDE 呈獻首個聖誕市集「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明天開鑼! 

許廷鏗馮允謙 mansonvibes 黃妍 Cath Wong per se 等現場音樂表演／啟德滾軸溜冰場 ／ 

50 個本地人氣美食及品牌／寵物限定 FUN 區／打卡藝術壁畫／綠色節日新體驗  

 

 
 

(香港，2022 年 12 月 8 日) – 南豐集團（ 下稱「南豐」）在啟德的旗艦發展項目 AIRSIDE 開幕前，舉辦首個 AIRSIDE 聖誕

市集「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以「RETRO」為活動主軸，帶大家遊走一趟圍繞「娛樂」（Recreation）、

「環保」（Eco-awareness）、「美食」（Taste）、「購物」（Retail）及「原創」（Originality） 的復刻藝文之旅。 

 

共 16 日的聖誕市集由明天 12 月 9 日起，逢星期五、六、日及 12 月 23 至 1 月 1 日期間舉行。不容錯過的五大精選主題

活動包括，結合本地創作歌手現場表演、滾軸溜冰場、寵物限定 FUN 區、綠色節日體驗，以及本地人氣品牌聖誕市集，

從節慶美食飲品、文創產品、在地手工藝以至寵物用品，應有盡有；更有歌手張繼聰的古著品牌 Petrolhead 的期間限定

Pop-up，掀起懷舊時尚風，與大家一同玩盡聖誕節，並於節日裡為啟德注入互動新朝氣。 

 

獨有綠「惜」聖誕體驗 率先感受 AIRSIDE「和而為一」嶄新都市生活風格 

 

 
 

AIRSIDE 倡導一種嶄新的都市生活風格「和而為一」（Wholeness）概念，引領不同面向的人和社群聯繫互動，與自然根

本融和。其中可持續發展及環保綠色生活是 AIRSIDE 積極推動的範疇，鼓勵大眾齊心行動，加強城市韌度。市集舉行期

間，場內將與 Bottless 合作為顧客提供可重用租借餐具服務，亦設有回收區，收集金屬、塑膠、玻璃及廚餘，並由香港

有機資源再生中心（HKOWRC）將廚餘送往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K）轉廢為能；而部份廚餘包括咖啡渣會於 AIRSIDE



的農莊作堆肥用途，希望有效地處理廢物。 

活動期間，訪客達成每項健康及綠色生活任務後，即可透過南豐全新推出的「NF Touch 南豐會員計劃」及「NF Touch」

手機應用程式獲得「NF 種籽」作為獎勵，鼓勵大家建立健康、減廢低碳生活模式。此外，訪客更可於現場支持銀杏

館、香港拯救貓狗協會、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及 LOVE 21 Foundation 的慈善義賣活動，獲取「NF 種籽」。累積的「NF 種

籽」可分享予其他非牟利團體，南豐期後會為該團體提供相關支援，將你的愛心持續發放，實踐同理互助的精神，為社

會創造更大影響力。 

為貫徹南豐獨有以藝術結合環保元素慶祝節日的文化，今次通往聖誕市集的必經打卡藝術壁畫隧道，其中由新晉本地時

裝設計師 Sonic Lam 以及平面設計師 KATOL 合力創作的特色聖誕樹裝置便使用了 Levi’s的牛仔布剩料創作，以另一形式

實踐可持續的時尚風格。市集亦擺放了一顆以再生玻璃磚砌成的聖誕樹，沿用去年將軍澳廣場再生玻璃聖誕小鎮為創作

概念，延續回收玻璃第三次的生命周期。 

 

活動精選 1：多位本地新生代創作歌手現場演出 

 

 
 

AIRSIDE 支持香港創意力量，透過本地創作音樂聯繫大眾。多位本地獨立創作歌手將親臨 AIRSIDE 現場分享作品，讓音樂

的力量彌漫整個 AIRSIDE。今次歌手陣容強勁，首週打頭陣的有許廷鏗及 mansonvibes，以及 mue x Daniel Toh (opening 

act)，接著第二個星期是馮允謙 x 黃淑蔓以及衛詩 x Kiri T 唱出節日溫馨氣氛，平安夜將有黃妍 Cath Wong 及 per se 跟我

們一起自彈自唱，而於 12 月 31 日壓軸出場的有 XTIE 及石山街。支持本地音樂的你，到時記得準時出席！ 

 

活動精選 2：藝文市集每週眾集逾 50 個美食及品牌 

 

 
 

今年聖誕，AIRSIDE 首設以「RETRO」為主軸的藝文市集，每週集結超過 50 檔美食及生活品牌，識飲識食而且又愛購物

的你，絕對不能錯過！一眾人氣美食品牌種類豐富，熱食有 Lobster Boss 濃郁好味的招牌龍蝦包及和牛漢堡、來自德國

熱狗 x 茶匠令人回味無窮的傳統德式香腸熱狗及特式飲品、以及擅長自家製炸魚及魚肉製小食的 Fisholic 魚事者；自認

是甜點控的，就要把握機會試試主打芋泥輕食的丸系手作 (Uen.hk)、Kt’s Factory 的招牌手工麻糬毛巾卷或多款手工貝果

及英式鬆餅的&Scone。有美食當然就要配聖誕香料酒 Mulled Wine 及特製飲品，日照夜霧及吹啤啤將為大家帶來充滿本

地氣息的手工啤酒、咖啡品牌浮生及素啡工場亦會在現場為大家調製可口的咖啡，有口福的你一定要來品嚐各式滋味食

品及特色飲品。 

 



聖誕節當然亦不少得憑禮寄意，不論你想犒賞自己、揀選禮物為身邊朋友送上祝福、或者為即將到來的派對準備禮物，

充滿節日氛圍的市集搜羅了一系列特色聖誕精選禮品、富創意的生活精品及文創手作，是你選擇聖誕禮物的必到之地。

特色精品其中有富復刻感的 TinBot 鐵盒玩偶、古著工藝品牌舊蹓蹓 966 Time Traveller 的產品，是大細路 Kidults 及潮人

必選之物；八八九九的手作及生活精品、Disk Too 復古黑膠碟、Pause & Ponder 環保服飾、 來自蔓活莊園的盆栽植物及

Wins Florist 芸藝花舍帶來一系列聖誕限定禮品套裝等。 

 

 
 
 
 

狂歡之餘，聖誕節亦是送上愛和溫暖的節日。多間非牟利團體包括心靈雞湯慈善基金會、銀杏館、香港拯救貓狗協會、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Love 21 Foundation 將於聖誕市集慈善義賣各種食品、聖誕卡、寵物用品。新生代歌手

mansonvibes，per se 及 XTIE 將於市集期間快閃為品牌 Seek and Seed 及平凡媽媽充當一日店長，並將收益分別捐贈至香

港拯救貓狗協會及香港過敏協會，鼓勵各位寓購物於行善，過一個別具意義的聖誕。 

 

場內亦會有由南豐社區項目「世界之約」展示一直以來與啟德周邊團體緊密合作的成果，夥拍不同單位設置以「眾

種」、「我的小小品牌」與「Farm to Bar」為主題的多個期間限定攤位。「眾種」與「Farm to Bar」善用社區不同的閒

置空間，包括浪花花工作室、耀華工作室及王仲銘中學的天台及平台，於鬧市中種植，並在聖誕期間為大家展現社區農

圃項目的收成，售賣包括 Mindfield 聯乘王仲銘中學的微菜及可食用盆栽、Lomfa Fair 聯乘 Love 21 種籽再造紙、種籽聖

誕裝飾及升級再造聖誕卡；「Farm to Bar」則以「Grab to Go」 為概念，聯合多個本地人氣酒類品牌，其中包括白蘭樹

下及無名氏等，以於 AIRSIDE 種植的香料特調並推出每日限定 Cocktail 精選，愛小酌的你記得來支持他們；而「我的小

小品牌」則搜羅了一眾糅合永續概念及本地製作的品牌，包括麻辣油、麻糬、奶凍、紫蘇 XO 醬及豆豉醬等等，讓大家

一嚐在地滋味之餘，亦可感受到南豐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 

 

活動精選 3：滾軸溜冰場 朋友歡聚新體驗 

 

 
 

「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絕對是大人細路、運動潮人，以及毛孩與家長今個聖誕的最佳好去處。AIRSIDE

將設計滾軸溜冰場，同時提供滾軸溜冰班，報名詳情請留意 AIRSIDE 官方網站及 NF Touch 手機程式。另外，12 月 24 及

25 日會有主題派對炒熱氣氛，大家不妨相約三五知己一齊隨節奏鮮明的音樂擺動身體、輕快騁馳。場內亦設有一塊由

Kiehl’s精心設計的型格 LED 螢光牆，突顯品牌濃郁的紐約時尚風格，以及品牌標誌性的 Mr Bones 骷髏頭裝飾點綴聖

誕，將會是另一個讓人興奮的打卡熱點。 

 
 



活動精選 4：寵物限定 FUN 區 帶毛孩外出嘆一嘆 

 

 
 

如果你想跟毛孩一起感受節日氣氛，一於來到我們的寵物限定 FUN 區特設的打卡位，與它們一起拍照留念。場內更有多

個專售毛孩食品與用品的攤位，主打可供毛孩享用的漢堡、爆谷、多款種類零食腸與啤酒等，一定能滿足你萌寵的好奇

與口胃。 

 

活動精選 5：Retro Pop 潮襲啟德 新意懷舊混搭驚喜 

 

 
 

位於啟德全新發展區的 AIRSIDE，首個聖誕市集將會以 Retro Pop 型格復古的設計，為大家呈現一個不一樣的聖誕氛圍。

現場將設有懷舊玩味十足的街機及彈珠機，讓大家回味或想像 8、90 年代到機舖打機的快樂時光。我們亦聯同 Social 

Nerd 邀請了新晉本地時裝設計師 Sonic Lam 以及平面設計師 KATOL 以升級再造布料配合色彩豐富的塗鴉及圖像，獨創巨

型聖誕裝置，以啟德、懷舊及社區文化為創作啟航，是你聖誕打卡的必到之處。 

 

說到懷舊，怎少得備受歡迎的古著。由本地歌手張繼聰與拍擋阿騏主理的古著風品牌 Petrolhead，將於 12 月 17 及 18 日

設 Pop-up 向大家推介以「工裝、軍事、丹寧、電單車」為元素的復刻古著，提倡「穿得有型是日常」的生活態度。 

 

-完- 

 

「AIRSIDE Christmas: Retro Encounter」聖誕市集詳情 

地點：AIRSIDE Plaza  

地址：九龍啟德協調道 2 號地下(沐元街入口) 

（啟德站 B 出口 1 分鐘直達；亦設多個車位；HKD$20/小時）  

日期：12 月 9-11 日、12 月 16-18 日、12 月 23 日至 1 月 1 日  

開放時間： 

平日 3:00 PM – 9:00 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00 PM – 9:00 PM 

  

高清圖片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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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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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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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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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南豐集團  

南豐發展有限公司，為南豐集團旗下的子公司，是香港其中一家最大的私營綜合企業，業務遍及世界各地，主要包括地

產項目、金融投資、酒店及航運等。集團由 1954 年創辦至今在香港已投資與開發的地產項目超過 165 個，其中包括住

宅、辦公樓、商業、酒店與工業物業等。除本港地產項目外，集團亦策略性拓展中國内地一線城市房地產業務，亦積極

投資海外房地產市場，如紐約、倫敦等城市。  

 

近年，南豐積極推動三創（創新，創意與創業）有關之業務，其代表作為南豐紗廠項目，將集團歷史悠久的舊紗廠建築

活化成一個集體驗式零售、初企孵化基地及互動歷史藝術館於一身的多元平台，重塑本地 techstyle（時尚潮流與科技之

融合）行業的未來。除此以外，南豐通過其美國的 VC 平台 Pivotal 大力投資於生物科技，在內地，則透過其關聯公司新

風天域(New Frontier)發展醫療、養老、教育與高科技行業之初創企業。  

  

關於 AIRSIDE  

AIRSIDE 坐落九龍核心商業區啟德黃金地段，為一個佔地 190 萬平方呎的綜合商業用地發展項目。合共 47 層高的綜合大

樓，提供 32 層甲級寫字樓及連接地下購物街的 700,000 平方呎多層購物商場。AIRSIDE 提倡「和而為一」（Wholeness）

之都市生活風格，揉合文化、時尚生活及多元化綠色生活體驗。  

 

關於「世界之約」   

「世界之約」是南豐集團創立，一個以可持續發展、社區設計及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軸的社區項目。南豐期望善用集團在

社會上的領導性地位為非牟利組織、社會企業及社區設計師等持份者提供實質支援，實踐社會賦權，加強社區可持續性

和資源運用效率。  「世界之約」的創立亦回應了近年於國際間流行的「韌性城市」概念，旨在可加強城市在社會、經

濟、自然環境、技術體系及基礎建設等層面應與外來風險擁有共存能力，從而帶領香港的永續發展。「世界之約」將透

過夥拍本地各類型的社會團體，以展覽、講座、工作坊、藝文活動及城市導賞等多元渠道，創造特色社區資本，推廣可

持續生活的價值觀，從而啟發市民回饋大自然。南豐集團承諾與大眾一起從生活最微細的地方開始作出改變，實踐與世

界共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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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表演場次及時間 

 

日期 時間及表演嘉賓 

202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mansonv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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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2 月 17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馮允謙 x 黃淑蔓  

4:15 - 4:45 PM - Kiri T x 衛詩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

六） 

3:00 - 3:30 PM - 黃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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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閃店長品牌及日期 

 

日期: 202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

六） 

品牌: Seek and Seed 快閃店長: mansonvibes 

日期: 2022 年 12 月 24 日（星期

六） 

品牌: 稍後公佈 快閃店長: per se 

日期: 2022 年 12 月 31 日（星期

六） 

品牌: 平凡媽媽 快閃店長: XTIE 

 

附件(2): 市集精選推介 

 

節日特色食品 Home Party 美食必備 聖誕派對儀式感首選 Kidults 大細路入貨必選 萌寵樂園 

 Lobster Boss  

德國熱狗 x 茶匠 

Bel-Zims Chocolatier 

日照夜霧 HoWong 

Brewing 
 

city’super 

蝶龍堂 

後山媽媽 XO 蝦仔辣

椒油  

Paper and Tea 
 

Beeflotanic  
Garin Store  

白蘭樹下 

Wins Florist 芸藝花舍 

Disk Too (黑膠碟)  

鐵寶奇盒 Tinbot 

Morri Art Studio 
Petrolhead 

舊蹓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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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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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umetreesgin_hk/
https://www.instagram.com/wins_florist_/
https://www.instagram.com/tinbotofficial/
https://www.instagram.com/tinbot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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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uddybites.dog/
http://buddybites.dog/
https://www.instagram.com/hoomenthk/
https://www.instagram.com/hoomenthk/
https://www.instagram.com/hoomenthk/
https://www.instagram.com/misspuptailor/
https://www.instagram.com/misspuptailor/
https://www.instagram.com/misspuptailor/
https://www.instagram.com/mohiguide/


附件(3): 聖誕工作坊 

 

 
 

附件(4): 市集位置指示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