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片新聞稿 請即發佈

「利東街」中秋呈獻「彩燈迎月」
高掛逾688個傳統燈籠 中秋必到打卡熱點
麥田捕手 x Make-A-Wish聯乘慈善市集 化身期間限定手作街
多重消費獎賞及新店進駐 盡享應節驚喜優惠

圖 片 下 載 ： https://bit.ly/3tC6k4m
【香港 - 2021 年 9 月 12 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將至，自是與親朋好友共聚、外出耍樂的最佳
時機 — 身處鬧市，找一個交通方便而別富節日氣氛，又可滿足吃喝、購物消費之地，由市建局、
合和實業及信和置業悉心打造的灣仔「利東街」絕對是上佳選擇。今年「利東街」就藉著中秋佳
節來臨，將超過 688 個七彩燈籠掛滿整條林蔭大道每一個角落，搖身一變成為別具傳統特色的打
卡熱點；同時亦會與麥田捕手及慈善團體 Make-A-Wish (願望成真基金)合作展開慈善市集-利東
手作街，聯同多個本地單位一展各式手作，為病童實現願望的工作籌款。加上連串應節活動、場
內商戶驚喜優惠，節日的歡欣、溫馨氣氛更加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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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國傳統元素 七彩燈籠高掛利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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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用作照明的傳統民間工藝品，到被賦予傳統喜慶象徵，七彩燈籠早成中秋佳節標誌之一。而超
過 688 個七彩燈籠裝飾就會於 9 月 11 日至 10 月 25 日期間掛滿「利東街」，屆時整條林蔭大道
都會懸掛以紅、粉紅、綠及紫為主調的七彩燈籠，五顏六色喜氣洋洋。萬家燈火將為景致增添亮
點，尤其入夜亮燈後驟成華麗璀璨燈海，襯托兩側結合中西特色的建築，更加唯美絢麗，亦讓現
場佳節氣氛更為濃厚，成為全城熱切期待的打卡熱點。

麥田捕手 x Make-A-Wish 慈善市集-利東手作街

乘著中秋佳節，「利東街」特別聯乘麥田捕手及 Make-A-Wish，展開慈善市集-利東手作街企
劃，在 9 月 11 至 12 日、18 至 19 日一連兩個周末，把「利東街」變成慈善手作街。多個本地
手作單位包括 OYTY Handmade Leather Studio、ESORA、bi clay、Woody Madam、Chill
House、快樂製皂 Happy Soap、小團圓鈎針手作、By”Overthinking、H House - Health &
Lifestyle Store 等將設攤檔，帶來各式手作如手工皂、香薰蠟燭、畫作、衣物、首飾以至生酮食
品等供大家邊逛邊選購，同時為慈善團體 Make-A-Wish 籌款，以手作的溫度、助人的愛心溫暖
人心歡度佳節。9 月 18 至 19 日的慈善市集更備有 DIY 燈籠慈善工作坊，只需捐款滿指定金額即
可參與。入場人士需根據有關預防「新型冠狀病毒」之活動安排，包括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掃瞄「安心出行」二維碼等，確保大家逛得安心又放心。慈善市集或因應天氣情況及疫情改
動或取消，敬請密切留意「利東街」社交媒體以獲取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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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影即有！快閃拍照活動
中秋節期間，「利東街」將提供各個與
節慶相關活動，包括在 9 月 18、19、
25、26 及 10 月 1 至 3 日共七日間，沿
街提供即影即有服務，訪客只需追蹤
「利東街」社交媒體即可免費拍攝一
次，不妨用上節慶道具拍照打卡一番。

同場加映慈善拍攝企劃
為佳節賦予更多意義，「利東街」造福社群，特別找來 The Aisle 合作，為聖雅各福群會所幫助、
有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及其家庭提供免費的慈善拍攝服務，一家人扶老攜幼藉著中秋團圓，在漫
天燈籠前拍下值得紀念的溫馨一刻，詮釋節日相聚歷久不衰的真正意義。

盡享佳節優惠

除了應節活動，「利東街」亦提供各種消費優惠。如整個 9 月在「利東街」消費滿港幣$800，即
可免費換領合共港幣$100 餐飲及購物現金折扣券；消費滿港幣$1,500 則可換領港幣合共$200 餐
飲及購物現金折扣券。另凡以四大電子支付工具包括八達通、WeChat Pay HK、Tap & Go 拍住
賞及支付寶香港於「利東街」商戶消費，即享額外高達港幣$320 之指定商戶現金折扣券。
而整個 10 月在「利東街」消費滿港幣$1,000，可免費換領合共港幣$100 餐飲及購物現金折扣券；
消費滿港幣$1,800 則可換領港幣合共$200 餐飲及購物現金折扣券。免費登記成利東街會員，更
可於 9 及 10 月尊享額外 1 小時免費泊車優惠，讓大家與親友歡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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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街」特選商戶中秋月餅及應節食品登場

「利東街」網羅多個知名餐飲品牌，其中不少皆藉中秋佳節推出應節月餅及早鳥優惠，如
Passion、Rakuraku Ramen 樂拉麵、工夫茶舍及 YOKU MOKU 等！同步不少品牌也推出其他
應節產品及優惠，如以茶花美食創造美味的 SP Dance 就推出金萱茶紅棗杞子月餅及《愛學傳
承》慈善月餅禮盒，禮盒收益將全數撥捐明愛專上學院支持青年發展計劃；而人氣 Crepe 專門店
Crêpe Delicious (Urban Cafe) 亦特別於今年中秋推出全新家庭裝自家製雪糕，再配襯一系列經
典甜可麗餅， 為今個中秋更添甜蜜，一家大小一起分享同樣溫馨。推介香橙芝味法式可麗餅，煙
韌餅皮，配上橙肉、糖漬橙片，以及酸甜香橙焦糖醬及忌廉芝士醬，酸爽不覺膩。

新店進駐「利東街」 驚喜源源不絕

不停帶給大眾新鮮感的「利東街」今秋續有多家商戶新進駐，包括由鄧麗欣 Stephy 主理的新派
茶飲店 1011 TEABAR、傳承地道港式奶茶的 A BOUTEA 花斑茶社、本地天然護膚品品牌
S.Dermedique，Luxury Lifestyle Awards 2021 得獎巴黎珠寶品牌 Sharon-I 及人氣潮流玩具精
品店 Pig Farmer，吃喝玩樂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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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燈迎月」
日期：

2021.9.11-2021.10.25

時間：

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5 時亮燈）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超過 688 個以紅、粉紅、綠及紫為主調的七彩燈籠裝飾掛滿整條林蔭大道每
一個角落，構成別具傳統特色的打卡熱點。
麥田捕手 x Make-A-Wish 慈善市集-利東手作街

日期：

2021.9.11-12，18-19

時間：

中午 12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麥田捕手 x Make-A-Wish 展開慈善市集-利東手作街，多個本地手作單位將
設攤檔，帶來各式手作，同時為捐慈善團體 Make-A-Wish 籌款。
DIY 燈籠慈善工作坊

日期：

2021.9.18-19

時間：

中午 12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

「利東街」中庭

活動內容：

只需捐款滿指定金額予 Make-A-Wish 即可參與 DIY 燈籠工作坊，親手製作
獨一無二、個性化的燈籠。
即影即有快閃拍照

日期：

2021.9.18、19、25、26 及 2021.10.1-3

時間：

下午 3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只需追蹤「利東街」社交媒體平台即可免費拍攝一次。

*活動或因配合政府防疫措施而作變動，詳情請瀏覽利東街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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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選商戶中秋月餅及應節食品登場
商戶名稱

店鋪位置

精選月餅及應節食品

Crêpe Delicious

G26 & F26A

全新家庭裝自家製雪糕

(Urban Cafe)

Passion

參考相片

(500ml)

G11,12, F12A

《圓月團圓》精裝迷你月
餅禮盒

Rakuraku Ramen

G30

TGG 嚐味•秋夕月餅

SP Dance

G37

《愛學傳承》慈善月餅禮
盒

工夫茶舍

B08-09

工夫茶舍 x Chocolate
Rain 流心奶黃月餅

YOKU MOKU

G07

特選中秋禮盒

大同老餅家

B02-03

大同月餅系列

榮華餅家

B34-35

榮華月餅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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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進駐「利東街」
商戶名稱

店鋪位置

商戶特色

1011 TEABAR

G39

由鄧麗欣 Stephy 主理，1011

參考相片

TEABAR 是一個全新茶飲文化
的延伸，把新派茶飲結合現代
酒吧概念，讓喝的每一口也是
享受。
S.Dermedique

B01

S.Dermedique 是天然安全高
效的香港專業護膚品品牌。主
打的「氣·活肌·養生護理」更
配合氣之運動及智能溫養身體
儀器推動人體的任督二脈暢
通，改善身體健康，氣之運動
亦會增加護膚產品的滲透性，
令肌膚白裡透紅。

A BOUTEA 花斑茶社

B14

一個源自香港的茶飲品牌，傳
承地道港式奶茶製作工藝，以
好水好茶好奶為原材料製作，
每一杯都飽含了製作者的匠
心，杯杯溫暖。

Sharon-I

G08

來自巴黎的得獎高級珠寶品牌
Sharon-I，一直專注於高端設
計並設有高級專門訂製服務，
藉由作品展現獨特個人風格。

Pig Farmer

B41

人氣玩具精品店，集合備受潮
流人士追捧、源自本地與全球
品的盲盒與藝術玩具的角色人
物盲盒，為不同年齡層的人帶
來童真般的快樂並帶來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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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利東街」
「利東街」為香港帶來約 200 米的林蔭步行街體驗，兩旁露天茶座、品味餐廳以及本地和外國特
色潮流品牌林立，中西薈萃；兼享市區四通八達之便和社區左鄰右里之情，為傳統灣仔街道注入
新活力，是灣仔熱點之一。
「利東街」自開幕以來備受各界好評，榮獲多個行內頂尖的獎項，包 括：市務業界權威
雜誌 Marketing Magazine 主辦的年度 Marketing Event Award 2020 「 Best Media Event 」
金獎 、 「 Best Use of Venue 」 金獎 及 「 Best Ev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金獎 、Loyalty & Engagement Award 2020 「 Best Us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金獎 、國
際購物中心協會主辦的 2019 年 ICSC 中國購物中心及零售商大獎「 Sales Marketing & Event 」
金獎等。
「利東街」網站：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
追蹤「利東街」 Instagram: @leetungavenue
#leetungavenue #LTAmidautumn
此新聞稿由Oasis Brand Commun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OBC) 代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發
放。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陳慧懿 (Christine Chan)

Jackie Lau

電話：(852) 9452 6682

電話：(852) 9755 5567

電郵：christinechan@oasisbrand.com

電郵：jackielau@oasisbr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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