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片更新 請即發佈  

 

「Butterflies of Hope．Blessing Lanterns 希望之蝶．如意燈籠」 

結合大紅燈籠 全新打造 AI 中西合壁蝴蝶光影藝術  

喜迎牛年 延續愛與希望 

 

   
 

圖片及影片下載：h t tp : / /b i t . l y /3 n V E LO P  

  

【香港 - 2021 年 2 月 2 日】以迎接充滿希望和挑戰的新一年，灣仔「利東街」繼續為大家打打

氣，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利東街」打造中西合壁藝術裝置，呈現全新的打卡

熱點，以傳統的大紅燈籠配以 AI 程式，加入新春喜慶元素，為大家帶來煥然一新的

「Butterflies of Hope．Blessing Lanterns 希望之蝶．如意燈籠」，呈獻全港最大型的戶外新春

步行街，寓意前景一片光明，幸福如意。 

http://bit.ly/3nVELOP


 

 

全新「希望之蝶．如意燈籠」 喜迎牛年 

農曆新年當然希望有個好開始，在充滿如意吉祥的氣氛下，喜迎牛年。全球首個大型 AI 蝴蝶光

影藝術裝置於聖誕面世後將於新年重新打造。在農曆新年期間，「利東街」將運用 AI 程式，在新

春燈光和音樂的配合下，把這項大型光影裝置全面革新，更加入中國傳統大紅燈籠，懸掛於整條

林蔭大道，推出全新的「希望之蝶．如意燈籠」，為節日增添喜慶，送上滿滿祝福。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中心總經理陳炳雄先生表示， 以往要為大型戶外裝置革新都要花上不少時間

安裝，但由於「Butterflies of Hope」是獨特的 AI 程式及 LED 裝置，所以我們能於短時間內把

裝置由西式冬日氣氛轉變為充滿農曆新年氛圍的裝飾，再加入「利東街」標誌性的大紅燈籠，藉

此為大家帶來新年新希望，運用創意之餘同時也可減少浪費，符合我們企業環保循環再用的概念。 

 

「希望」與「和諧」 中西合璧 祝願新一年如意吉祥 

全新「希望之蝶．如意燈籠」由 2019 年 MARTELL 年度藝術家及香港視覺特效導演黃宏達先生

（Victor Wong）創作。Victor 表示，蝴蝶象徵「希望」，再結合寓意「和諧及吉祥」的燈籠，

添上濃濃中式傳統氣氛。蝴蝶的形態及線條又與傳統中國吉祥圖形相似，兩者和階融合，充滿美

感及中西合璧的玩味藝術色彩。加上配合農曆新年氣氛的全新 AI 燈光及音樂，如蝴蝶的形態變

化萬千，給人與別不同的新鮮感，令「利東街」瞬間轉化為充滿中式新年氣氛的步行街，結合

Art Tech 為大家帶來全新驚喜，當然是城中必到的打卡熱點。 

 

  

傳統大紅燈籠，懸掛於整條林蔭大道，配以桃花樹襯托，寓意吉祥如意。 

 

  



 

 

AI 蝴蝶光影 Art Tech 展現新年新希望 

隨着科技發展，藝術與創新科技的融合已成為藝術發展的新趨勢，是次「希望之蝶．如

意燈籠」正結合了 Art Tech (藝術科技)，為大家帶來嶄新的體驗。是次創作以蝴蝶為題，由

一群最高達 7 米的巨型教堂玻璃蝴蝶及超過 350 隻幻彩玻璃蝴蝶組成，配以獨一無二的 A I 程

式，加入隨天氣、溫度、時間等變數而帶來變化多端的夜間藝術體驗，讓大家感受非

一般的新年裝飾。Vi c to r 和「利東街」希望憑藉蝴蝶的獨特性，讓訪客感受生命的再

生和活力，及充滿希望的熱切盼望，一起分享這種積極向上的氛圍，渡過幸福快樂的

農曆新年。  

    

 

李居明大師十二生肖吉星 希望之燈大尋寶  

迎接農曆新年，當然希望新年行好運，「利東街」今年更請來國際風水術數名師李居明大師，與

本地藝術家劉俊(Kavan Lau)合作，推出「希望之燈大尋寶」。在燈籠圖案內藏十二生肖吉星揮春，

每張吉星揮春均由李大師親手書法並按照辛丑年的吉星以及三合法為十二生肖度身訂造，配合

Kavan 以傳統圖騰搭上現代繪圖手法，並以彩色花瓣花蕊設計細節作為點綴，寓意生氣勃勃及歡

樂。希望每位尋獲自己生肖的希望之燈都在牛年得到點亮，驅散去年的霉氣，迎接光明的能量。

而每個燈籠圖騰更附有 QR code，連接了李居明大師網上的生肖運程短片，讓大家率先查看牛年

運程。 

 

 

  



 

 

蛙王郭孟浩與你藝集迎新 

除了 Victor 為我們帶來的「Butterflies of Hope」之外，1 月 30-31 日一連兩日，蛙王郭孟浩於

利東街為大家寫出祝賀揮春，盡一己力量，希望大家可以把幸福帶回家。蛙王從事藝術、雕塑、

繪畫及裝置等藝術活動，他把揮春看成行為藝術，他每次的出現，總會帶上發聲物件、眼鏡、一

條繩、一支竹，希望與眾同樂，和大家融和一起！今次活動更加會聯同壹藝計基金會，以現場銷

售的方式為基金籌款，同時部分揮春亦會免費送贈遊人，希望把幸福帶到更多人身上！2 月 6 及

7 日更會移師到灣仔茂蘿街 7 號展出。 

 

2011 年，蛙王代表香港前往意大利參加盛事「第 54 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個人展《蛙托邦・

鴻港浩搞筆鴉》大收旺場，斑爛複雜、持續生長擴展的作品「佔領」全個展廳，吸引七萬人次參

觀，成功打入主流。其作品亦曾於 2018 Art Basel 展出。 

 

   

 

新春限定會員消費獎賞 

 

 

為了幫大家開個迎福好年頭，「利東街」更特別為大家準備了新春限定會員消費獎賞，讓大家驚

喜滿載，新春接福。由即日起至 2 月 12 日，於場內任何商戶以電子貨幣即日消費滿港幣 300 元

*，即可換領「希望之蝶」限量利是封一套*！另由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消費滿港幣 800 元，即

獲贈港幣 50 元餐飲及港幣 50 元購物現金折扣券各一張*。 

*換領活動受相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利東街網頁。 



 

 

蝴蝶視覺兒童藝術空間 

  

「利東街」聯乘本地年青藝術家 Josh Tang 及兒童藝術教育中心 Colourful Kids 舉辦以蝴蝶為

靈感的兒童藝術空間。在英國生活了 20 年的 Josh 畢業於英國倫敦金斯頓大學和雷丁大學，

現職於 Colourful Kids 出任藝術教學導師，兒童學員將由以 Josh 啟發的蝴蝶視覺為主題，創作

多項手工藝術品，為利東街注入了更多充滿活力及創意的藝術元素。精選藝術作品更會透過網上

進行慈善拍賣(https://bit.ly/3g0xxqE)，扣除成本後全數撥捐慈善團體「再皂福」。Josh 更為

「利東街」創作了名為「FLY」的蝴蝶藝術畫作，展於地庫一樓近港鐵 D 出口，展示蝴蝶蛻變及

其充滿希望和富生命力的形態，豐富的顏色運用讓觀眾感受正面及歡欣的盼望。 

 

 

肥皂 DIY 宣揚環保樂 

  

「利東街」亦會支持亞洲首個肥皂循環再造慈善團體「再皂福」，是次他們以蝴蝶為主題，製作

出獨特的再造肥皂作義賣，同期更會展出一系列以再生物料製成的藝術品，是次合作特意邀請了

本地藝術家彭淑儀 (Agnes Pang) 作裝飾設計及構思，她主張「人棄我取」，擅長善用生活資源，

把人們眼中的「垃圾」變成創作材料。她利用象徵美好和幸福的蝴蝶，搭配以圓形膠樽和蔬果網

製成的花朵，精心把平凡的蝴蝶蛻變成會飛的「花蝴蝶」，藉此為大家帶來歡樂、創意及正能量，

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發光發亮、享受生活。Soap Cycling 將於周末舉辦 DIY 套裝義賣，更推出新

春特別版肥皂，於農曆新年宣揚環保訊息。 

 

  

https://bit.ly/3g0xxqE


 

 

新春呈獻「Butterflies of Hope ．Blessing Lanterns 希望之蝶．如意燈籠」* 

  

日期： 2021.01.29-05.02 

時間： 下午 5 時至晚上 11 時^ (亮燈)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情況下亮燈將會縮短至晚上 10 時，有關最新時間表，請留

意利東街網頁。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全球首個大型 AI 蝴蝶光影藝術裝置於聖誕面世後將於新年重新打造，在農曆新

年期間，「利東街」將運用 AI 程式，在新春音樂和燈光的配合下，把這項大型

光影裝置全面革新，更加入中國傳統大紅燈籠，懸掛於整條林蔭大道，推出全

新的「希望之蝶．如意燈籠」，為節日增添喜慶，送上滿滿祝福。Vi c to r 和

「利東街」希望憑藉蝴蝶的獨特性，讓訪客感受生命的再生和活力，

及充滿希望的熱切盼望，一起分享這種積極向上的氛圍，渡過幸福快

樂的農曆新年。  

新春 AI 燈光樂曲 

日期： 2021.01.29-03.31 

時間： 晚上 6 時至 9 時 30 分 (隨機進行)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在農曆新年期間，「利東街」將運用 AI 程式，在新春音樂和燈光的配合下，將

節日氣氛一再提升。 

 

  



 

 

李居明大師十二生肖吉星 希望之燈大尋寶 

  

日期： 2021.02.06-28 

時間：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 沿「利東街」 

活動內容： 迎接農曆新年，當然希望新年行好運，「利東街」今年更請來國際風水術數名

師李居明大師，與本地藝術家劉俊(Kavan Lau)合作，推出「希望之燈大尋

寶」。在燈籠圖案內藏十二生肖吉星揮春，每張吉星揮春均由李大師親手書法

並按照辛丑年的吉星以及三合法為十二生肖度身訂造，配合 Kavan 以傳統圖騰

搭上現代繪圖手法，並以彩色花瓣花蕊設計細節作為點綴，寓意生氣勃勃及歡

樂。希望每位尋獲自己生肖的希望之燈都在牛年得到點亮，驅散去年的霉氣，

迎接光明的能量。而每個燈籠圖騰更附有 QR code，連接了李居明大師網上的

生肖運程短片，讓大家率先查看牛年運程。 

蛙王與你 藝集迎新 

  

日期： 2021.1.30-31 及 2.7-8 

時間： 上午 11 時至晚上 6 時 

地點： 「利東街」及茂蘿街 7 號 

活動內容： 蛙王郭孟浩和 kiwisual 藝術石頭，並聯同一群藝術家，為大家創作祝賀揮春，

盡一己力量，希望大家把幸福帶回家。「蛙王」郭孟浩在四十年藝術生涯中，

從事繪畫、雕塑、裝置，以及觀念、即興、行為藝術等創作了超過三千項活

動。他每次出現，總會帶上發聲物件、眼鏡、一條繩、一支竹，希望與眾同

樂，和大家融和一起！除了揮春創作外，現場亦會展出多件「蛙王」真跡的藝

術作品，今次活動更聯乘「壹藝術慈善基金會」，以慈善義賣的方式為基金籌



 

 

款，當中包括 kiwisual 藝術石頭，和「蛙王」自家設計的限量特別版口罩，部

分揮春亦會免費送贈遊人，希望把幸福帶到更多人身上。 

新春環保樂及肥皂慈善義賣 

日期： 即日起至 2021.03.28 

時間： 下午 12 時至晚上 9 時 

地點： 「利東街」皇后大道東入口 

活動內容： 「再皂福」將以蝴蝶為主題製作出獨特的再造肥皂作義賣，同期更會展出一系

列以再生物料製成的藝術品，他們亦將於周末舉辦 DIY 套裝義賣，更推出新春

特別版 DIY 肥皂，於農曆新年宣揚環保訊息。 

 

肥皂義賣時間及地點： 

時間：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利東街地庫一樓客戶服務中心 

蝴蝶視覺兒童藝術空間 

日期： 即日起至 2021.03.31 

時間： 下午 5 時至晚上 10 時 (亮燈) 

地點： 「利東街」莊士頓道入口 

活動內容： Colourful Kids 兒童學員將由以本地年青藝術家 JoshTang 啟發的蝴蝶視覺為

主題，創作多項手工藝術品。精選藝術作品更會透過網上進行慈善拍賣

(https://bit.ly/3g0xxqE)，扣除成本後全數撥捐慈善團體「再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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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it.ly/3g0xxqE


 

 

為迎接新一年，「利東街」多間商舖都帶來不同的限定禮遇和新春商品，令大家歡度牛年！ 

新年限定優惠  

(推廣日期：即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商戶名稱 店鋪位置 新年限定商品及優惠 參考相片 

CATALO B37 購買任何產品即獲贈 2021

得意可愛座檯月曆一個 

(即日起至 2021.01.31) 

 

 

 

Cocolo  B36 以港幣 100 元選購任何 4 款

蒙布朗蛋糕 

 

 

 

Emack & 

Bolios 

G09-10 凡惠顧新年牛牛雪糕可獲單

球升級禮券一張 

 

 

 

 

 

 

  



 

 

Passion by 

Genard 

Dubois 

G11,12 & 

F12A 

利東街限定法式包點

Cannele Bordelais 

 

 

 

PizzaExpress G31+F31A 新年套餐早鳥九折優惠 

(即日起至 2021.01.31) 

 

 

 

Shan Shau 

Jok 山手作 

G08 卡通賀年禮盒 (花生雜錦/芝

麻雜錦/人氣雜錦) 優惠價港

幣 98 元 (原價港幣 118 元) 

 

 

 

SP Dance G37 茶旅時光 港幣 268 元  

 

 



 

 

THERMOS B40 THERMOS 限定福袋價港幣

599 元 (原價港幣 1784 元) 

 

 

 

YOKU 

MOKU 

G07 賀年雜錦曲奇蛋卷禮盒買 2

送 1 優惠 

 

 

 



 

 

除了不同的新年限定商品及優惠之外，「利東街」亦為大家帶來充滿驚喜的新店，滿足不同需要！ 

新店到著 

商戶名稱 店鋪位置 新店 參考相片 

G.O.A.T. 

Barber Shop 

B33 G.O.A.T Barbershop 體現了

傳統理髮文化與現代男士的造

型， 為客人打造專業形象。 

 

 

 

Gentlemen’s 

Grooming by 

G.O.A.T 

B10 Gentlemen’s Grooming by 

G.O.A.T 為客人帶來獨特零售

體驗。 除了一站式的男士產

品，我們更提供專業意見， 

提供全面的造型服務。 

 

 

 

Cocolo B36 Cocolo 以全人手自家製作，

不含添加劑 ，並採用日本領

先冷藏技術。 

 

 

 

 

 

Logitech Pop-

up Store 

G18-20 Logitech 一直是全球電腦周

邊產品領導品牌，近年積極發

展各個範疇，重視用家體驗，

爲你改善生活中每個細節。除

此以外，Logitech 亦不斷革

新外觀設計，推出不同風格及

多色產品為你打破刻板印象。 

 

 



 

 

ABURI-EN G02-03 日本炙燒丼飯專門店，嚴選優

質食材，為您帶來耳目一新的

美食體驗。 

 

 

 

Fueki G14-15 日本擁有百年歷史的「不易糊

工業株式會社」旗下品牌

Fueki 不易糊君，首間海外概

念店進駐利東街，為粉絲帶來

「日本限定」及「香港限定」

人氣文具精品及特色食品等

等。 

 

 

 

Shan Shau Jok 

山手作 

G08 「山手作」品牌成立於 2016

年，現時熱賣產品堅果酥糖、

鳥結酥及曲奇餅等逾二十款產

品均為「香港製造」。嚴選世

界各地優質食材，部分更選用

本地農作物，配以自家低溫烘

焙的技術製作，打破傳統高

糖﹑高油﹑高脂污名，保留了

食材原有營養及香氣，美味可

口。 

 

 

 

*以上優惠須受有關條款約束。如有任何爭議，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及以上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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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ACNY #ButterfliesofHope #BlessingLa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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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852) 9452 6682 

 電郵：christinechan@oasisbrand.com 

陳佩群 (Cynthia Chan) 

電話：(852) 9238 8148 

電郵：cynthiachan@oasisbrand.com 

鍾詠婷 (Angie Chung) 

電話：(852) 2640 9018 

電郵：angiechung@leetungavenue.com.hk 

彭敏 (Kat Pang) 

電話：(852) 2640 9383 

電郵：katpang@leetungavenu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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