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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虛擬衝擊時裝想像

香港設計師創意無限

◆香港設計師設計時裝
香港設計師設計時裝，
，由左至右排列為 Toki Wong、
Wong、
Jasmine Leung及
Leung 及 CAR
CAR21
21E
E 作品
作品。
。

◆全方位虛擬時裝表演

◆香港設計師
香港設計師Cherry
Cherry Ng時裝作品
Ng 時裝作品

日前，香港首個全方位虛擬時裝表演
在中環舉行，作為「Juxtaposed 2022
FASHION META」的開幕匯演，於今個月以全
新姿態登場，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
周年。隨數碼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元宇宙生
◆展覽入口

態日新月異，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的時裝生態
亦在虛擬技術與元宇宙的高速發展中起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因此，今次展覽邀請了 70 位不同
世代、不同風格的香港時裝設計單位參與活

◆虛擬時裝表演，在屏幕上展示香港設計師的時裝作品。

動，將展場變成實體與虛擬結合的境界，讓大
家觀賞到一場超越傳統的時裝表演，從多角度
感受香港時裝設計師的創意精髓，體驗時裝在
現實生活與虛擬領域的無限可能。
◆採、攝︰雨文

◆香港展區

◆MOODLABBYLORRAINE時裝

走進會場內，展覽以四大時裝城市，包括香
港、上海、首爾、巴黎為設計意念，藉

不同文化色彩與視覺衝擊，與 70 個時裝設計位
單以創新意念與傳統工藝交織而成的實體作品
互相對比，映襯出每件時裝作品的獨特風格及
精細工藝。而且，大會更破格讓觀眾參與其
中，藉先進專利科技，觀眾可實時製作虛擬
分身，穿上香港時裝設計師的服裝，瞬間躍進
超越想像的「JuxtaVerse」時空，成為香港時裝
界一分子，實踐時裝元宇宙體驗，啟發另一個
領域的探索。

◆上海展區

全方位虛擬時裝表演
今次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與香港創科單位及
製作團隊合作，採用先進專利技術，配合精心
裝置的展場，帶來香港首個全方位虛擬時裝表
演，展場將以 LED 屏幕包圍，讓觀眾沉浸於實
體展覽與虛擬宇宙結合的境界，多角度感受香
港時裝設計師的創意精髓，體驗時裝在現實生
活與虛擬領域的無限可能。除觀賞超越傳統的
時裝表演外，觀眾更可破格參與其中，藉先
進專利科技，實時製作虛擬分身，試穿香港時
裝 設 計 師 的 作 品 ， 投 入 超 越 想 像 的 「JuxtaVerse」時空，成為香港時裝界一分子，實踐時
裝元宇宙體驗。
策展人張潔雯分享道︰「時裝藝術是創新意
念與傳統工藝交織的火花，憑藉精巧手藝將靈
感催化為時裝實體，融入真實生活；當時裝藝
術碰上科技，藉細心拆解、精準計算，實體

◆首爾展區

◆巴黎展區

美麗密碼

化作虛擬，進入超越想像的境界，演算時裝的
無限可能。在虛實轉換之間，傳統與科技從角
力到相互刺激，最後互相補足，達至無縫連
接，於虛擬世界預覽多元選擇，啟發新思維，
聯繫真實與虛擬，讓可持續之時裝意念在生活
中實踐。」今次展覽正好聯繫時裝業界與科技
單位，展開探索、交流、重組，融合意念、工
藝、物料、先進技術，裝置期間限定展覽會
場，呈現香港首個全方位虛擬時裝表演，線
上、線下同步演繹時裝藝術的可能性。

◆展覽期間限定店

香港設計師 NFT 時裝
時裝展覽還設有期間限定店，展示設計師日
常系列產品，延續時裝展覽與網上購物雙結合
的即時網上訂購服務，讓參與者在遊歷四大展
區之後，回到現實感受時裝的真實質感。同
時 ， 在 展 場 之 外 ， 「Juxtaposed 2022 FASHION META」更大步踏進加密時代，與國際性
時尚藝術 NFT 作品交易平台 Artify 及 BOAX 合
作，發表首個香港時裝設計師 NFT 系列，將 12
位設計師的作品引進全球化虛擬市場，推動時
裝界數碼轉型，進一步實踐真實與虛擬互動，
線上、線下無縫連接的時裝生活。觀眾可於展
場內欣賞到 12 位設計師的 NFT 服裝作品，包括
張國威、劉志華、黃梓維、盧聲前、任朗呈 、
何鎮發、黃曉圖、陳綽盈、曾志豪、陳進傑及
吳江樺等，讓大家也能即時線上訂購，部分設
計師更會將 NFT 與實體服裝連體發售，讓顧客
可同時擁有虛擬與實體作品。

◆Mountain Yam

◆Koyo William Cheung

玩具界夏日盛事

消閒 Guide

從頭髮開始護養

◆身體及頭髮護理系列
踏入炎炎夏日，肌膚保養更不可缺少！要
挑選適合自己的護膚品是一們高深學問，要
視乎肌膚性質，配合日常使用習慣，從數以
萬計的護膚品中尋找屬於自己的皇牌配方。
英國純素護膚品牌PHB Ethical Beauty最近
以全新包裝面貌帶來天然身體及頭髮護理系
列，透過天然純素配方和不含有害化學及刺
激性成分，讓孕婦、濕疹及敏感肌用家安心
使用。
品牌全新系列集品牌二合一咖啡活膚磨
砂面膜、蘆薈或薰衣草滋潤修護啫喱、二
合一洗髮潔膚液、二合一亮澤滋潤護髮素
和二合一潤膚護手霜於一身，以天然配方

應對夏日各種肌膚需要！例如，品牌皇牌
產品蘆薈或薰衣草滋潤修護啫喱，能夠迅
速補充水分，於日曬後使用，舒適防敏；
盡情揮灑汗水後，就用二合一洗髮潔膚
液，性質溫和，解決洗髮及潔膚需要，配
合二合一亮澤滋潤護髮素，令乾燥髮質回
復光澤。而經常出入空調間或外出照曬太
陽後，皮膚可能出現乾燥或敏感，質地清
爽不黏膩的二合一潤膚護手霜，滋潤皮
膚，煥發健康神彩。
另外，全新 Miss Dior 香薰美髮油輕盈細
膩，能滋養秀髮，令髮絲散發 Blooming
Bouquet 的醉人花香。
在使用上，將香薰美髮
油噴於掌心，讓細緻舒
適的質感沿髮梢滑下至
髮絲末端，滋養及保護
秀髮免受熱力及外在環
境的傷害。同時，它還
富含玫瑰花蠟的豐盈保
濕配方，用後令髮絲柔
順亮澤。 ◆文︰雨文 ◆香薰美髮油

專屬打卡位襯托
「傳承」
系列展櫃
日前，周大福「傳承」系列《A Style
Legacy》活動在尖沙咀 K11 Art Mall 舉
行，場內以毛筆筆畫為元素，帶你走進
傳統藝術糅合現代美學的一場跨時空體
驗。毛筆筆畫開首硬朗有力，收尾卻具
無限延展性，無限的可塑性如黃金一
般，可以透過不同的傳統黃金工藝做出
不同的造型設計，時而優雅，時而型
格，任何造型隨心情所變換。
活動內設有不同展區，走進紅黑相融
的優雅空間，首個迎入眼簾的是品牌
「傳承」系列的故事板，細嚼故事上的
文字，便會發現一個個蘊藏在黃金首飾
內的細膩想法。
毛筆筆畫與摺扇一向帶來簡潔有力
的強大視覺效果，永不過時的傳統精
髓充分體現現代美學的審美標準，正
正能彰顯出「傳承」系列的全新時尚
風格。《A Style Legacy》活動設有互
動照相機和多個專屬打卡位，整個場
景以毛筆不同力度及粗幼的黑色筆觸
配以簡潔的暗紅色背景為主，簡潔有

◆NFT系列作品區

◆《A Style Legacy》活動展覽
力並富有設計感，襯托出展櫃中「傳
承」系列。另外，踏進《A Style Legacy》活動，由「映相互動區」展開你的
時尚小旅程，拍下你的每日配搭#OOTD。不論你身穿優雅的黑色小裙子或
是走型格路線的牛仔套裝，配上「傳
承」系列的足金單品，都能拍出時尚
照片，完成後可獲數碼及實體相片，
讓你輕鬆重溫每日配搭。照片為你保
留每個值得留念的瞬間，就如「傳
承」系列在每個時刻都伴你身旁作見
證。
◆採、攝︰雨文

每年，玩具迷引頸以待的本地玩具
界 的 夏 日 年 度 盛 事 「Summer Soul
2022」夏日玩具展，今個星期六迎來
第四屆，一連兩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 3 樓展貿廳 2 舉行。今年「Summer Soul 2022」將雲集逾 30 個參展
單位，繼續緊貼潮流玩具大趨勢，集
合各大玩具品牌，同時亦有多個國際
著名玩具商，於玩具展中推出一系列
最新商品及會場限定珍藏商品。當
中，任天堂今年特別設有 Nintendo
Switch 專區，除了可試玩《Nintendo Switch 運動》及提供優惠價發售
Nintendo Switch「瑪利歐」系列遊戲
外，更帶來全新遊戲《瑪利歐激戰前
鋒 戰鬥聯賽》免費試玩，更可在現
場即時購買！

◆Nintendo Switch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