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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2.9.2016	  
	  

慈善 VR動感體驗日 	  
23-‐24.9.2016	  

	  

	  
	  
還在捉小精靈？	  
捉了一段日子，或者你已期待更新奇的玩意，想感受下一波尖

端科技的威力。	  
	  	  
集結了時下先進的虛擬實境裝置，華夏動漫	  x	  香港多媒體設計
協會	  x	  The	  Wave於觀塘 The	  Wave	  G/F舉行，場內架設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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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態體驗區，旨在讓香港年青各界及市民親身體會嶄新技術

的多種應用玩法。	  
	  
	  

	  
	  
活動目的：	  
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希望透過 VR動感體驗日讓香港年青各界
可以接觸多媒體科技並同時籌募活動資金幫助一班低收入家庭

參與 10月 22及 23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千人填色馬拉松
活動。是次活動得到華夏動漫全力支持及 TheWave場地支持,	  
我們邀請各界別及公眾人仕體驗最新多種多媒體動感 VR 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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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	  :	  	  	  
公眾人士：遊戲每次	  體驗價	  HKD30	  /次	  	  或	  慈善全日玩套票	  
HKD100	  /任玩	  
慈善團體：免費	  
記者：免費	  
	  	  
為方便安排，請預先登記：	  

	   	  
	  
詳情：	  	  	  	  	  	  	  
主辦:	  華夏動漫	  X	  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	  X	  The	  Wave	  
日期:	  2016年	  9月 23－24日	  
時間:	  2:30pm-‐9:00pm	  
地點:	  觀塘	  TheWave	  興業街 4號地下	  
	  
詳情：http://www.hkmmda.org/vr	  	  
	  
若有興趣進一步了解有關詳情,	  請聯絡	  Ms	  Marva	  Wong	  (電話:	  
60325379	  /	  電郵:	  marva@hkmm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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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 	  
Hong	  Kong	  Multimedia	  Design	  Association	  
	  
簡介： 	  
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	  (HKMMDA)	  成立於 2015年，是一個多
媒體設計的發展平台。雲集一班多媒體設計愛好者及各行各業

的精英以協作和傳承的方式來團結年青設計力量。我們深信在

社區建構設計社群可加強市民關注藝術，設計及媒體娛樂並感

染市民對設計的喜愛，孕育出更富創意的下一代。同時，増加

多媒體設計愛好者亦也有助擴大設計生態環境。	  	  	  
	  
目標： 	  
以視覺藝術、音樂創作、聲音合成、互動媒體以至到平面創意

設計等展現方式，籌組不同類型的跨媒體活動，透過舉辦比賽、

工作坊、研討會、表演活動、展覽等推動多媒體設計的發展，

發掘及時培育更多新力軍及扶持業界。透過舉辦社區多媒體活

動加強市民關注藝術，設計及媒體娛樂。	  
	  
網址：www.hkmmda.org	  	  
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