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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just begun
A NEW DAY 

AFTER THE RAIN… ALL COMES ALIVE.

Promotion Booklet 宣傳冊子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驟雨初停，晨光曬滿一地，映出大地的溫柔。甫踏足元朗的住宅項目，我仍在思索著此項目的命名，忽而

映入眼簾的光景讓我駐足。頃刻之間，腦海中頓時浮現「雨後」一詞，恰巧與眼前的樓盤重合。

煙雨濛濛，晨曦初露，萬物宛如獲得新生般甦醒，我們古往今來一直嚮往大自然的風光，而最讓人陶醉的

莫過於萬物復興的景象。在澄澈的藍空下，我闔上雙眼，聯想到穹蒼之下那平靜、那對未來的希冀、那生

機勃勃的起首，正是當今世代不可或缺的原動力。由此，本項目正式揭開序幕。樓盤的裝潢設計、配色、

設施均在「雨後」的搖籃中誕生。

造雨者(The Rainmaker)

雨後 (ATR)：雨過天青, 晨曦初露

與時並進 別具意義
陳文輝

登上品味之巔
林德信

發掘自然鮮味
楊尚友

遨遊自然氣息之間
Henning Voss

徜徉藝術氣息之中
RicHaRd s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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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
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僅作顯示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大概外觀或發展項目相關
部分之用，並非顯示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建築物之外牆之冷氣機、喉管、通風罩、格柵及屋頂上的天線、發電機排氣管、避雷桿及吊船系統等及地面上的排
水渠、井蓋、排水口及其他機電設施等均無顯示或經簡化處理。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反映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實際外觀、景觀及周邊環境，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
圖中所示之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傢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可
能在發展項目內設置或放置，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發展項目不同住宅物業之邊界以公契及交易文件作準。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
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及查詢相關公眾可獲取的資料，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
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之設計以政府相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發展項目及其周邊地區日後可能出現改變。 | 註：上述景觀僅為發展項目期數周邊環境的大概描述，並不代表所有單位同時享有
相關景觀。所述景觀受單位所處層數、座向及周邊建築物及環境影響，並非適用於所有單位，且周邊建築物及環境會不時改變。賣方對景觀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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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
    別具意義 宏業西街21號

No. 21, Wang Yip Street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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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列斯(Leeds)的Maggie’s Centre
托馬斯·赫斯維克

“Star Properties總
是試圖帶來改變。

陳文輝 Joe Chan
星星地產創始人

元朗，青山綠水相互縈繞，城市繁榮中夾雜著一絲幽靜，而我們全新

的住宅項目即將在此揭開帷幕。雨後 (ATR) 不論裝潢還是整體結構，

均是經過一番巧思。我們不僅看重時尚舒適的環境，更寄望透過舉辦

各類富有意義的活動，為當代青年築起更多發展空間。

我們一直深信社會持續增長，與各界的默默耕耘環環相扣，就好比多

年前發展蓬勃的行業塑造了星星地產，而我們也將繼往開來，為他們

建立一個溫暖的家，築造無可限量的舞台。

在歷史的洪流中，房地產行業在光陰之間穿梭，留下不少足

跡。古舊的茅房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搖身一變成為錯落有

致的摩天大樓，矗立於城市每個角落，俯視著地上神色匆匆

的行人。

綜觀整個行業，其技術以及建造材料更是風馳電掣般演化：

從破舊的草房子到時尚的高樓大廈、從人手堆砌改為機器輔

助…… 儘管房地產行業在時間巨輪下早已轉變不少，它依然

秉持著那由來已久的宗旨 — 為人類打造溫暖的家，自古至

今，一直沒變。

直至今日，房地產無疑是建構經濟的一大巨頭，每宗交易背

後所牽動的效益之大不言而喻。但是對我們而言，所謂房地

產並不只是由水泥鋼筋堆砌的一棟建築，它更像是一股生命

力的湧泉，極具潛力為社會開發無限可能。我們一直堅信，

其背後蘊含另一層更深遠的意義。

一磚一瓦的地方就只能是住宅、辦公室或是儲物間嗎？不！

它可以是一個更大的舞台，讓各類表達力強、富教育意義的

活動得以曝光於鎂光燈之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小的水滴也能泛起漣漪。我們相信再微小的力量也能為社會建設邁進

一大步。因此，為了表揚 雨後 (ATR) 的買家，住戶和參與此項目的專業人員，我們將把銷售收

益的 1% 獻給一個別具意義的基金會 —— 雨後 (ATR) 基金。回饋社會，鼓勵創意崛起、贊助初

創企業、以及改進自然環境。建構明天一向是最有價值的投資，我們希望藉由基金，與一眾 雨

後 (ATR) 持份者共同群策群力，為社會建設未來。同時，為了保持基金的營運和透明度，我們

亦將會透過網站和媒體發放關於基金的最新消息。

雨後(ATR)基金: www.atrfund.com

佇立天地間 回以饋贈

行業重塑 為茂密的
「石屎森林」注入新生 

雨後 (ATR) : www.aftertherain.com.hk

第8及9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 
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發展項目名稱為After The Rain 雨後。ATR只為本廣告發展項目名稱的英文簡稱，並不構成
亦不得詮釋成發展項目名稱的一部分。此免責聲明亦應用於宣傳冊子中的全部內容。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僅作顯示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大概外觀或發展項目相關部分之用，並非顯示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建築物之外牆之冷氣
機、喉管、通風罩、格柵及屋頂上的天線、發電機排氣管、避雷桿及吊船系統等及地面上的排水渠、井蓋、排水口及其他機電設施等均無顯示或經簡化處理。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反映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實際外
觀、景觀及周邊環境，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之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傢具、陳設、擺設、植物、園
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可能在發展項目內設置或放置，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發展項目不同住宅物業之邊界
以公契及交易文件作準。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及查詢相關公眾可獲取的資料，以對該發展地
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之設計以政府相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發展項目及其周邊地區日後可能出現改變。 | 註：上述景
觀僅為發展項目期數周邊環境的大概描述，並不代表所有單位同時享有相關景觀。所述景觀受單位所處層數、座向及周邊建築物及環境影響，並非適用於所有單位，且周邊建築物及環境會不時改變。賣方對景觀
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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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飛速發展背後，環境卻隨社會發展而急劇惡化，全球暖

化越演越烈，極端天氣侵襲多地，山火、沙漠化等現象漸見頻

密。人類最終將面臨越趨反常的氣候，故我們更應不遺餘力

地與之對抗。在籌劃 雨後 (ATR) 的道路上，我們從設計到建

設，一直堅守「可持續發展」原則，恪守對環境以及下一代的

承諾。

與自然共生

雨後 (ATR) 致力促進社區連繫，其共享空間更是加強住戶連

結的一大平台。我們以人際網絡為中心，希望透過相互的交流

進一步推動社會未來穩步向前。共享空間內的運動設備一應俱

全，底層的Lounge亦特別設計成一個Lifestyle Library，讓各

位在茫茫書海中穿梭，揉合健康生活與知識增值。此外，住戶

也可享用大樓內的共享工作室，隨時處理公務。星星地產分別

在香港與首爾設立旗下的共享工作室，共計十個不同主題的地

點。雨後 (ATR) 正努力為住戶營造「家」的氛圍，讓星星地產

與大家攜手並肩，一同邁向前。

遇見更好的自己

Pasha Yoo 鄭升現
星星地產韓國分部的總裁，曾如是概括：「雕欄玉砌終究遜色於自然。」她精煉地總結出大自然

無可取代的地位。

「從事空間設計多年，我在規劃、創造、營運的過程中致力切合客戶的不同需要，並將那些驚艷

時光的故事融入他們的生活中。同時，在面對自身的生活時，我也喜歡在音樂、美酒、自然風光

等領域探索，為原有的生活增添幾分色彩。除卻日常的常規事務，我亦不忘忙裡偷閒，偶爾到花

市閒逛、於郊區種植濟州(Jeju)橘子樹、品嚐美酒佳餚等，這些於我而言，皆是活出自我風格的象

徵，讓我得以在溫柔的歲月中徜徉。

雨後 (ATR) 就在這樣的薰陶下誕生，當中設備齊全的共享空間奠定了住戶時尚的生活格調，鼓勵

他們活出屬於自己生活的節奏。同時，我們特意採用環保建築材料，以兌現愛護環境之承諾，並

加強自身及住戶的環保意識，守護自然中一幀幀的旖旎風光。雨後 (ATR) 為各住戶譜寫出量身訂

做的人生腳本，讓大家成為自己專屬的主角。」

“雕欄玉砌終究遜色於自然。”

第10及11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
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
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
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
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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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建築美學和環境保護兩者並不矛盾，反而是形影不

離的共生體。因此，我們在籌劃 雨後 (ATR) 的過程

中，所有參與項目的合作夥伴都格外關注自然生態一環。

我們在設計上將自然氣息與摩登建築相互融合，採用藤、玻璃

等可再生物料，延續了美學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若是仔細觀

察，在戶外跑道、羽毛球場、單車徑、兒童遊玩區的軟墊，也

不難發現再生材料的蹤影。在傢俱選擇方面，我們很高興與高

端品牌Villi USA以及Sika-Design合作，並配合節能科技，以實

行我們一貫減碳環保的宗旨。

為打造綠色低碳家居，雨後(ATR)提供嶄新的農務體驗，讓住

戶在大樓裡親睹種植蔬果、香草等。在進行一系列的環保項

目中，我們有幸邀請兩家綠色科技企業一同加入行列，協助

管理及營運農耕用地，當中包括水耕細作科技(Farmacy HK)

以及美國模組一體化種植系統TrolMaster的獨家分銷商——

綠色環控 (GEC Asia)。在整棟大樓中，團隊採用了自然元素

以及恰到好處的中性配色，營造郊外的清幽恬靜。此外，我

們在各處擺放植物盆栽、在裝潢中嵌入樹皮等，讓日常生活

摻雜幾分自然氣色，謹記自身與環境的連結，成為大自然的

守衛而非破壞者。雨後 (ATR) 管理處也特別準備好露營所需

用品供借用，住戶可在悠閒的週末到訪元朗四處的營地，投

入自然的懷中。

魚與熊掌 皆可兼得 

在嶄新的時代，我們希望破舊立新：打破傳統建築的條條框框，為住宅建築的用途釐定新定義。二

十一世紀迎來了日新月異的科技，使社會的成長勢如破竹，我們認為建築亦應緊隨時代步伐，在紛

紛擾擾年代允許城中人表達自我。

香港不乏極具特色的藝術創作，處處洋溢著驚人的創造力。我們樂見城中流竄著各式各樣的創意，

縱然風格迥然不同，也彼此尊重。和而不同，誠是可貴。因此，我們更希望建立平台蒐集不同人的

聲音、傾聽各人的心聲，在言談表達間彼此學習，成為彼此的良師益友，共同進步。

劃世代建築 為人們發聲

設計概念圖

第12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
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
修物料及設備。 | 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
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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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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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創造了Zariah作為 雨後 (ATR) 的化身，並注入靈魂，

使之掙脫物理的桎梏，並肩負起激活眾人創意的使命。作為

此項目的元宇宙，Zariah象徵著喜悅、健康、愛，目標以及

施予之樂，他同時擁有與自然共生的意識，提醒人們愛護環

境的重要性。Zariah更充當我們與社區之間的橋樑，充分體

現了團隊的核心價值和信念。

雨後 (ATR) 是我們創建元宇宙的一切開端。我們希望藉此

建構一個理想的社區，善用元宇宙跨越界限的特點，將人與

人間的互動昇華至另一階梯，讓各界的創作者在溫潤的時光

中，娓娓道來他們的傳奇故事。我們旨在透過不同媒介的藝

術，從城中挖掘不露鋒芒的創意，帶到聚光燈下綻放光芒，

例如舉辦比賽，鼓勵參賽者以Zariah為雛形進行二次創作，

製成形式不一的藝術品。我們相信元宇宙的出現，正是當代

社會的點睛之筆，讓大家知道從互不相識到彼此看見，編織

出更全面的網絡。一百個人有一百種聲音，透過Zariah，我

們樂於傾聽。

雨後 (aTR) 元宇宙 發聲與傾聽之間

阿米:星星的孩子 (1986)
安立奎．巴里奧斯

天地一沙鷗 (1970)
李察．巴哈

AFUN Interactive 作為韓國著名的 3D 圖形公司，將與我們

攜手合作，把 Zariah 帶入虛擬現實之中。該公司的實時渲

染技術尤為出色，更獲一眾客戶讚許，當中不乏科技公司和

娛樂巨頭，均高度讚揚其技術。

創作Zariah的靈感主要取材於兩本著名的經典童書——李

查‧巴哈的《天地一沙鷗》(1970)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1970) by Richard Bach) 以及安立奎‧巴里奧斯

的《阿米：星星的孩子》(1986) (Ami: Child Of The Stars 

(1986) by Enrique Barrios))。《天地一沙鷗》以寓言故事

帶出忠於自己、活出真我的道理；而《阿米：星星的孩子》

在字裡行間均預示我們必須懷著愛、和平、團結去擁抱他人

和世界。

隨著住戶日漸加入元宇宙，Zariah將為我們開拓發展數碼物

業的道路。

我們期望透過 雨後 (ATR)，扭轉大眾對「家居」、「住宅」

的固有概念，使創新、貼心、以人為本的建築成為房地產業

中的先鋒，引領行業邁向新世代。與此同時，雨後 (ATR) 基

金鼓勵初始企業及文創投身市場，以社會的正能量點燃了未

來希望的火苗。縱使時代在變，長遠而言，我們寄望孩提受

創業氛圍所啟發、少年勇於表達自我，老者頤養之年注重養

生。生逢盛世，我們將以星辰大海為征途，埋頭書寫著新時

代的奮鬥篇章。

在此，我們誠邀閣下親臨 雨後 (ATR) ，一睹元朗青山連綿、

水天一色的風光。

雨後...
望見星辰大海
AFTER THE RAIN… 
ALL COMES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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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及15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
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優化生活的第一步是自我了解，再來便是自我實現；只有足夠瞭解

個人潛力，才能將效能發揮到極致。要開啟生命中所有大門，自我實

現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瑜伽和音樂讓我洗滌心靈、沉澱自己，拯救低

迷的狀態，尤其在不夠專注於當下、或是對現在所做的事感到迷茫的

時候。

 

瑜伽讓我全神貫注，協調肢體，不僅調整注意力，也讓整個人趨於平

靜。透過練習瑜伽，腦海中雜亂紛陳的思緒才得到梳理，讓我有更多

空間實現自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更是不可或缺。

同時，音樂通過促進自我實現的過程，也進一步為生活錦上添花。音

樂的旋律多變，不同音符譜寫出截然不同的樂章，當中更蘊藏強烈的

張力。悅耳的樂章賦予我豐厚的靈感，將我的思緒和情感轉化為獨一

無二的作品，與朋友和家人共享。

激情和熱情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品質，但若沒有自我實現的過程，這些

品質則黯然失色。努力挖掘自己的潛力能使我們的生活更上一層樓，

染上健康快樂的色彩，從而加協調人際間的和諧。

我在瑜伽和音樂的熏陶中成長、分享和生活。」

16

登上品味
之巔

林德信alex lam
知名演員、歌手及瑜伽導師

“我在瑜伽和音樂
的熏陶中成長、分享
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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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
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
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
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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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 (ATR) 尋求革新，打破傳統建築的界限，重塑空間的用途，

除卻提供安樂窩之餘，我們更希望由此加強人際網絡的連結，

迎合人類群居性的特質。現時在各種社交距離、隔離措施生效之

際，我們對社交的需求更是日益強烈。

傳統的家居空間注重隱私，我們希望在這之上加以潤飾，透過會

所、共用空間等，加入延展人際網絡的元素，達致兩者兼備的境

界：在家中一隅獨享私密空間，而在單位之外，則可到共享空閒

開展精彩社交生活，靈活穿梭於獨處與人際交往中。

雨後 (ATR) 設有 迷霧仙境 (Misty Garden)，讓各位暫時忘卻城市的車水

馬龍，跌入自然的懷抱中。甫踏進花園的瞬間，綠意盎然的草地盡收眼

底，蜿蜒的木質小路從草地中央延伸開來，藍白的簕杜鵑在叢中相互映

襯，小路兩側種滿枝繁葉茂的大樹。在陽光普照的午後，我們大可合上雙

眼躺在長椅上，從婆娑樹影閒感受微風的輕撫，重拾對生活的熱誠。

讓居家氛圍
縈繞四周

繁花似錦 
風月無邊

迷霧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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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外觀、景觀及周邊環境，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之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傢具、陳設、擺
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可能在發展項目內設置或放置，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發展項目不同
住宅物業之邊界以公契及交易文件作準。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及查詢相關公眾可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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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
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
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
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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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
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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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受過浩瀚無垠的大自然後，源自繁瑣小事的苦悶

隨風飄散，於是大可重拾心情埋首工作當中。樓內

設有共享工作室，佔地兩層，以溫馨舒適為基調，並主打北

歐風格，為住客打造延伸公司以外的高效工作間。樓上的會

議室可供預約，且設有影印機、茶水間等區域以照顧大眾需

要。工作室毗鄰河道，水面上泛著沁人心脾的藍異常奪目，

因而取名為Blue..River。工作室內光線充足，陽光透著倘大

的落地窗灑進室內，而每當華燈初上時，也總能眺望五光十

色的霓虹燈夜景。除卻 雨後 (ATR) 內置的共享工作室，我

們另外八所不同主題的共享工作室現已在黃竹坑、金鐘、灣

仔、天后、中環、元朗及葵涌等地投入服務。放眼境外，在

南韓的練武場及聖水路，也能找到我們旗下共享工作室的蹤

跡。我們的共享空間在商業世界中穿針引線，編織出日益壯

大的網絡。

共享工作室

https://www.metroworkspace.com/
http://www.hellomonday.co.kr

Blue
River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
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
之景觀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
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
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
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
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第20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
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
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註：
第20頁內提及之已建/擬建設施/建築物位處發展項目期數附近區域，並不一定與發展項目期數位處同一分區
計劃大綱圖之區域內，並非直接毗鄰發展項目期數，而這些設施/建築物亦不一定在發展項目期數視線範圍之
內。 | 第20頁內提及之已建/擬建社區設施、環境、設備、基建及服務等並不構成發展項目期數一部分，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資料乃反映本廣告/宣傳資料印刷日期之狀況，因應各種因素不時變更而可能不再適用。
賣方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任何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方到發展項目期數作實地考
察，以對發展項目期數、其周邊環境及其中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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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早已成爲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與家人朋友聚首一堂的時光。在 雨後 (ATR) 的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内，

煮食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更溫暖了時光。我們採用德國的工藝級廚具品牌嘉格納 (Gaggenau Hausgeräte)，使烹飪從此與便捷劃上

等號：先將食材從冷凍櫃取出，放入蒸焗爐中解凍，調味後用烤箱煮熟，一道佳餚隨即呈上餐桌上。嵌入式的五頭設計煮食爐令同時

煮食變得毫不費力，節省整體烹飪時間。爲避免廚房充斥過量油煙，煮食爐的上方附設全自動感應的不鏽鋼抽油煙機，為住戶提供更

優質的煮食環境。

嘉格納 Gaggenau Hausgeräte：https://www.gaggenau.com/global 

天花板極具特色的燈飾出品自捷克設計師品牌LASVIT，玻璃

燈配上方形木塊的造型，為簡約的煮食空間增添了幾分時尚

的氣息。燈飾取名為Moulds Pendant Medium，每個玻璃燈

在吹製過後蛻變成獨一無二的存在。「大小各異的燈罩內嵌

著LED燈，在玻璃罩內綻放光芒。我們以此致敬捷克傳統工

藝，並塑造發光發熱的形象。」

Moulds Pendant Medium: 
https://www.lasvit.com/product/pendant/moulds-
medium/#intro

共享廚房

健康飲食齊共享。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
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
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第23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
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
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
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
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
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
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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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自身從而改善生活是人生的常態，增值自己是積極向上的最佳人生方

案。Lifestyle Library內卷帙浩繁，藏書主要圍繞健康生活等主題。在陽光下一

邊閱讀，一邊手捧咖啡，實在不失為週末好去處。館內亦可充當多用途空間，讓假日

裡朋友間的聚會更添樂趣。此外，我們將在活動室定期舉辦各類工作坊及興趣班，住

戶可隨時報名參與其中。

Simply Living Well : 

A Guide to Creating a Natural, 

Low-Waste Home (2020)

Julia Watkins

Breath: The New Science of 

a Lost Art (2020)

James Nestor

從書中
品味生活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
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
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
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設、擺
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
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
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
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之建
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
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
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
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
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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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同樣地，養成運動習慣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從日

常生活中入手，循序漸進。由此，雨後 (ATR) 無論室内還是戶外，都為住

戶提供了充裕的運動場所。

一樓的室内健身房共設置十五種不同健身器材，由美國品牌力健(Life Fitness)提

供。甫踏進大門，映入眼簾的便是固定自行車和跑步機，再徑直往前則可以使用

多功能 Synrgy 360 系統站，以切合多樣的健身需求。健身室內設有典型啞鈴、長

凳和史密斯架機器，以作負重訓練之用。此外，多元的健身設備涵蓋範圍甚廣，

除卻典型有氧和負重訓練，肌肉伸展同樣佔一席位。上半身訓練方面，用戶可前

往位於重型沙袋附近，使用飛翔、背闊肌下拉和胸部推舉機器；而腿部推舉、伸

展和抬高機器則可用於腿部肌肉訓練。

力健 (LifeFitness): https://www.lifefitness.com.hk/en-hk

室内戶外 
相互呼應 

MOVE, 
MOVE, 
MOVE

擁有健康的體魄源於我們願意放下手機，
邁開腿活動筋骨。

MOVE, 
MOVE, 
MOVE

室內外裝備 任君選擇

邁步動起來

第27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
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
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
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
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
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
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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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一向是騎單車的熱點，因此在 雨後 (ATR) 大樓的地面亦不難發現單車徑 

(Biking Track) 及單車停泊處 (共約21個) 的蹤影。其獨特之處在於沿路一直有樓

頂相伴，無論當日天氣陰晴，單車選手們都不用擔心暴曬陽光之下，或被雨水沾

溼。結束單車之行後，便可直接將單車停泊地面。同時，半開放式的設計也適合

住戶們在路徑上漫步，感受自然的氣息。不遠處可看見一幅高2米，闊4米的攀

岩牆(Rock Climbing Wall)，具冒險精神、追求刺激的人士實在不容錯過。該設

備產自法國，供應商Pyramide承諾旗下的產品均具可持續及可再生特質。

越過前門，往大樓後方的方向再走幾步便是兒童遊玩區 (Children’s Play Area)，全數

遊樂設施透過柏溢名基 (Parks Supplies) 採購。該品牌從事康樂設施的行業多年，在

生產娛樂及體育設施方面一直領先全球，期間為私人（例如教堂和學校、海洋公園）

和公共部門（例如海灘）等場所提供所需設施。我們從一眾選項中挑選，最終鎖定源

自丹麥的The Wizard’s Double Tower Fortress Ada。雙塔的高度不一，整座遊樂塔

的墜落高度僅有249厘米，當中設施一應俱全，包括斜網、階梯、吊床、滑梯、彎曲

攀爬桿、繩網橋，甚至遊樂桌，孩童在盡情玩樂之際也可安全地攀爬和滑行。塔式的

設計獨特而有趣，不僅有利幼童鍛鍊其肌肉及平衡力，同時增強識別空間的認知和協

調能力。在遊玩區內，孩子們在享受遊玩的樂趣之餘，亦可透過相互交流深化其溝通

技巧，為孩童間的相互交流創造平台。在塔外，地上的搖晃光影棍(light rods)是遊樂

區內的另一大焦點。18支來自美國品牌FreePlay的太陽能光影棍(light rods)一如列隊

般垂直於地面，此番設計旨在模擬在玉米農地中的畫面。其材質可彎曲，選料安全，

孩子可盡情徜徉於童趣的海洋之中。為進一步確保幼童安全，地上鋪滿吸水層及人造

草皮，以釋除家長們對安全的隱憂。

柏溢名基(Parks Supplies): https://www.parks-supplies.com/ 

The Wizard’s Double Tower Fortress Ada: https://www.kompan.com/play/

nature-play/robinia-village/the-wizards-double-tower-fortress

粟米光林

在運動熱潮之下，團體運動一向備受青睞，當中又以籃球及羽毛球最為熱門。

因此，雨後 (ATR) 大樓內的室內場館用途多樣，達致空間利用的最大化。館內

設有寬敞的羽毛球場，並同時充當半個籃球場，會所亦備有一些基本器材可作

租用。

沿著階梯往上走，即可到達位於二樓半開放式的舞蹈及瑜伽空間 (Dance and 

Yoga Studio)。半開放式的設計使空間充滿靈活性，在陽光以及微風的襯托下

更顯舒適敞亮。舞蹈與音樂兩者一向相輔相成，若在揮曬汗水的同時配上節奏

明快的音樂則更為增色幾分。住戶可使用藍牙音響播放輕快的流行曲目，以配

合舞蹈動作。此外，近年來空中瑜伽的熱潮未褪，場地特意添置空中瑜伽的專

用設備，滿足住戶的運動需求，鼓勵各位遠離被窩與手機，一同遨遊於各項運

動之中。同時，場所內設有美國品牌力健 (Life Fitness) 的戶外健身器材，如翻

轉輪胎、核心包、平衡訓練器和戰繩等，歡迎各酷愛高強度訓練人士到訪進行

訓練。

第28及29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
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
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
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
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
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
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
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
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
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
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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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的二樓還設有用住客專用戶外跑道 (Running Track)，住戶可沿著大樓外圍緩跑鍛鍊，飽覽大樓外的市景，並感受大

自然的氣息。同層還設有25.5米長露天游泳池，是酷暑下的一大消暑活動。泳池經設計師精心策劃，採用了玻璃鍍金的

設計，同時揉合時尚及美感。泳池邊擺放了日光浴床、椅子、桌子和遮陽傘等環保傢俱，悉數出自傢俱品牌丹麥的Sika-

Design和西班牙的Ezpeleta，聯手為住戶打造一片舒適寫意的休憩空間。

Sika-Design: https://sika-design.com/
Ezpeleta: https://www.ezpeleta.com/en

100%可回收，
防紫外線遮陽傘 IBIZA沙發床

陰涼舒適

設計概念圖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僅作顯示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大概外觀或發展項目相關部分之用，並非顯示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建築物之外
牆之冷氣機、喉管、通風罩、格柵及屋頂上的天線、發電機排氣管、避雷桿及吊船系統等及地面上的排水渠、井蓋、排水口及其他機電設施等均無顯示或經簡化處理。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反映發展項目
或其相關部分實際外觀、景觀及周邊環境，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之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
施、燈飾、傢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可能在發展項目內設置或放置，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
部分實際狀況。發展項目不同住宅物業之邊界以公契及交易文件作準。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
作實地考察及查詢相關公眾可獲取的資料，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之設計以政府相關部門最後批准
之圖則為準。發展項目及其周邊地區日後可能出現改變。 | 註：上述景觀僅為發展項目期數周邊環境的大概描述，並不代表所有單位同時享有相關景觀。所述景觀受單位所處層數、座向及周邊建築物
及環境影響，並非適用於所有單位，且周邊建築物及環境會不時改變。賣方對景觀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第30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
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
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
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
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
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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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奔波的日子裡總嚮往小假日的悠閒時光，而元朗地理位置正正完

美，附近坐擁有數個豪華露營地可供選擇。作為親近自然的堅定信

仰者，我們鼓勵露營，不時遠離城市壓力。然而，我們明白為準備過程或

可能會很麻煩，所以為了消除住戶專享的後顧之憂，雨後 (ATR) 準備了

一系列的露營工具、帳篷、設備和配件以供借用，當中不乏着名日本品牌

Snow Peak以及和美國品牌 The North Face。無論是與家人共度天倫之

樂，與伴侶一起進行激動人心的冒險，還是與朋友一起放鬆身心，我們隨

時準備幫助您解決問題。只需支付少量押金和象徵性的清潔費，就可以享

受方便快捷的豪華露營體驗，減少準備工夫，讓你能在一片清幽寧

靜之下洗滌心靈，暫時忘卻一切繁瑣事務。

Snow Peak：https://www.snowpeak.com/
The North Face: 
https://www.thenorthface.com.hk/

直至現時，寵物已逐漸成為不少家庭中的重要成員。為緊貼大趨勢，在大樓的後方設有寵物閣(Pets Corner)，寵物平

日可伴隨主人來到寵物閣 (Pets Corner) 歇息或清洗腳跟，體型較小的狗隻甚至可在大型狗窩內小睡一會。此外，園

內特設觀鳥設備(Bird Buddy)，其內置攝像頭不僅能自動抓拍雀鳥的身影，人工智能系統還可以識別雀鳥的品種，以

便一眾雀鳥迷近距離觀賞「心頭好」。

Bird Buddy: https://mybirdbuddy.com/

Bird Buddy Doghouse

遠離煩囂
的露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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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及33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前往營地之時間是按非繁忙時段及交通暢順的情況下由宏業西街21號為起點
計算的大約駕車時間，參考自Google地圖(www.google.com.hk/maps)，僅供參考，可能因應實際交通狀況而有所不同。賣方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註：第33頁內提及
之已建/擬建設施/建築物位處發展項目期數附近區域，並不一定與發展項目期數位處同一分區計劃大綱圖之區域內，並非直接毗鄰發展項目期數，而這些設施/建築物亦不一定在發展項目期數視線範圍之
內。 | 第33頁內提及之已建/擬建社區設施、環境、設備、基建及服務等並不構成發展項目期數一部分，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資料乃反映本廣告/宣傳資料印刷日期之狀況，因應各種因素不時變更而可
能不再適用。賣方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任何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方到發展項目期數作實地考察，以對發展項目期數、其周邊環境及其中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 賣方保
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
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
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
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
設施位於發展項目第1期。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第1期及第2期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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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生活不僅限於設施硬件齊備，
更強調自我提升的意識。

創造多重
感官享受

樂韻飄飄
音樂為我們的生活增色不少，撫平了一切焦躁鬱悶的情緒，而在密集的日程表

中，總有間隙由音樂填滿。雨後 (ATR) 大樓內的音樂廳特意融合相同意境，位

處地面，小型而精巧。廳中牆身鋪滿隔音棉，避免聲音穿透牆壁，即使是強勁

的鋼琴演奏也能被厚實的隔音牆阻隔。音樂不僅陶冶性情，雨後 (ATR) 團隊更

是相信播放適當的音樂有助人們在不同環境中切換，調節心情。因此，我們在

整棟建築的不同設施內均選用切合的歌單，對應場地氛圍：精選的音樂在共享

工作空間及休息室播放，有助加強工作專注度或營造舒展身心的氛圍；在共享

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烹飪時，在明快曲調的相伴下更添煮食的樂趣，同

時柔和的旋律讓烹飪過程更為放鬆。音樂種類琳瑯滿目，生活中的各種體驗將

在不同樂韻的襯托下更顯鮮明。

第34及35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
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
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
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
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
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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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與韓國手工香水品牌 Le Celle 聯手訂製了一款專屬 雨後 (ATR) 

的家用噴霧，並應用於大樓合適的地方。噴霧命名為晨間寺廟 

(Morning in the Temple)，香氣清幽而純淨，並帶著一絲草青的芬芳。噴

霧前調清新淡雅，始於清甜的柑橘，融合佛手柑、檸檬和酸橙等果味，勾

勒出初晨的柔和以及明媚。當前調散去，中調芬芳馥郁的花香隨之而來。

高貴的精緻的花香由茉莉、玫瑰、鳶尾和鈴蘭的成分構成，而淡淡的大地

芬芳則由廣藿香、麝香和檀香組建而成，自然氣息停駐鼻腔間揮之不去，

一如雨後迷濛的面紗般揮之不去。談及香水創作的靈感來源，Le Celle的

創始人Yujin Oh如是闡述：「我希望創造出一種香氣模擬森林深處，呈現

一幅具象的圖畫：參天古樹於叢林間屹立，黎明乍到，清晨的露珠沾溼茂

密枝葉，大地伴隨著靜謐的環境逐漸甦醒，準備迎接全新的一天。為完善

畫面，我們選用沈靜的木香，加上濃郁花香，更有助呈現不同心情的更

替。最後，柑橘類的香氣屬點睛之筆，象徵黎明破曉的曙光。」

香氣滿屋 
Le Celle在2018年成立，品牌名稱源於法語，意指「唯一」，與「尊重個體獨

特性」的品牌理念不謀而合。他們致力確保顧客對品牌的滿意度，提供賓至

如歸的顧客體驗。Le Celle 主要提供個人化的日用品（頭髮和身體產品），

旗下產品的香氣主要以旅行時刻和回憶為題，讓顧客在聞香之際追憶往昔。

Le Celle: http://www.le-celle.com

Yujin Oh
Founder of Le Celle

ATR 清新的香味，
全部裝瓶

香調：

前調

後調

中調

第36及37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
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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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假日的午後，先到LifestylexLibrary挑選食譜借閱，並將其帶到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細閱，一邊查看烹飪的步驟，另一邊從農場挑選鮮味食材。

關掉煮食爐具後，將佳餚盛進餐盤，悠然地走進酒窖，從中挑選一瓶酒細細品嚐。佳餚美

酒在手，便邁著迤然的步伐移步到戶外用餐區，耳邊傳來鄰居細碎的囈語。太陽緩緩落

下，絢麗的晚霞為晚餐時段增添氛圍感。夕陽餘暉曬在爐子上，為擺在上方的食材鍍上一

層金光。余光瞥去，餐具旁擱著酒杯，藤椅上的那一罐蜂蜜在夕照下熠熠生輝，在空氣中

留下一絲甘甜。

萄萄酒甘醇細膩，在高腳杯的映襯下更顯貴氣。在

許多人眼中，葡萄酒代表一種品味生活的情懷。 

無論酒漿是紅色、白色還是其他顏色，一杯美酒總能輕鬆

地拉高用餐的格調。 釀酒是一種藝術，品酒更讓人細細琢

磨釀酒藝術的精妙之處。葡萄酒中含有抗氧化劑，具備抗

炎特性，有助促進人體健康。現今，在進食間小酌幾杯逐

漸成為常見的文化現象。

在 雨後 (ATR) 大樓內設有內部酒窖，有大約 18 個私人酒

櫃，可供租用，方便住戶貯藏其酒類的收藏。佳餚終須配

美酒，如欲選購則可透過星星地產的姐妹公司——城市酒

窖（Metro Wine and Cellar）訂購世界各地的收藏酒，

從而更便捷地存取高質量酒類。城市酒窖品種多樣，無論

是清新、柔軟、突出還是濃郁的口味，在酒窖內均能尋得

心中瑰寶。

Metro Wine & Cellar: https://metrowine.com.hk/

Plenty More (2014)
Yotam Ottolenghi

The Raw Food Kitchen 
Book (2016)
Amanda Brocket

甘醇美酒 生活中的
     美好瞬間

第38及39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
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
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
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
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
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
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
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
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
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
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
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設計概念圖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
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
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
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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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生活」（Wellness）的說法從古代文明流傳已久，時至今

日已成為現代人常掛在口邊的術語，也是當今人們渴望達致的最

終目標。保持健康、身心愉悅、舒適放鬆讓我們得以過好生活，

而建構愜意的環境對於營造「優質生活」的氛圍則尤為重要。我

一直堅信生活空間是改善健康和福祉的驅動力，唯有用心照料家

庭及工作環境，方能確保身心健康。

無論是埋頭苦讀的學生，抑或是公務繁忙的在職人士，平均超過

九成時間都在室內度過。然而，我們甚少留意室內的空氣污染度

比室外高出二至五倍。要保持清新的室內空氣素質，關鍵在於淨

化空氣，以及即時更換不可持續及潛在對環境有害的物料。

遨遊自然
氣息之間 

近年，一個全新的設計概念迅速崛起，並成功打入主流設計

圈——自然主義設計 (Biophilic design)意指把大自然元素融入建

築內，建構人類與自然的互動平台，並加強兩者間的聯繫。珍愛

大自然一直是人類的天性，多接觸自然元素能撫平我們內心的躁

動，徹底治癒心靈。

揉合自然元素與建築為人類與大地間建立紐帶。房間內的綠植點

綴，空氣清新，深吸一口氣後，我們不僅提高了生產力及創造

力，還讓思緒回歸平靜：屋內的綠植似乎恰到好處，毫不費力地

把溫馨的感覺帶進室內，讓冰冷的空間從此有了溫度，從此家成

為了我們歇息與恢復的地方。

Vivid Invest共同創辦人
Henning Voss

“我們甚少留
意室內的空
氣污染度比

室外高出二至五
倍。”

第41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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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命與人體吸入的物質息息相關，而空氣更是人類生存

的基本條件。毫無疑問，保持空氣清淨是體魄健康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水質會影響我人體的器官功能，對健康而

言同樣必不可少。為了悉心照料住戶的健康，雨後 (ATR) 的

綜合大樓配備了最新技術淨化空氣及水質。

室外方面，在通往前門的木質小道、以及庭院天花板的圓形

襯裡，團隊安裝了LiquidO3 的霧化系統，當中的無毒的水臭

氧（aqueous ozone）納米氣泡水霧有效清潔、消毒、除臭

和沖洗。水霧細膩，像樹林裡的雨霧般在半空中瀰漫。走過

木質小道時，水霧為大地蓋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讓住戶彷如

置身仙境。

LiquidO3: https://www.liquido3.com/

過好生活看似簡單，實質遠不止在外照料好自身的日常生活，還要主要內在身體機能的運行。以免疫系統為

例，人體的呼吸系統、皮膚、腸道和骨骼健康、血液循環、精神穩定性、神經系統等均與其相關。因此，一個

身體的訊號往往牽連性甚廣，但換個角度而言，這也意味著在人體機能運作上的微小改善也能正如骨牌效應

般，牽起關鍵性作用。

環境與健康 
息息相關 追求潔淨

第42及43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
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
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發展項目期數或其任何部分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有關本發展項目期數的住宅物業內之交樓標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
備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並以買賣合約條款為準。 | 所顯示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僅適用於部分住宅物業，並非每一住宅物業均提供所有上述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
及設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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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樓內而言，公共區域裡的 IAQ 監測系統 Awair Omni 可監控空氣

質量，並自動追蹤會刺激皮膚、免疫和呼吸系統的已知變量水平。同

時，由於外在環境因素影響對生產力、大腦功能和情緒系統均構成影

響，因此，系統亦支援監察溫度、濕度和噪音，甚至能分析大樓整體

情況，從而調整燈光照明，維持整體環境的舒適，確保居民及員工的

健康。除卻其尖端技術外，該系統能對應環境而適當調整大樓的燈光

亮度，對環保節能等有莫大裨益。由此，健身房、大堂等設施不僅能

更有系統地運作，同時彰顯對環境生態的重視。

AWAIR: https://www.getawair.com/products/omni

我們在公共區域均安裝了德國製造節能空氣淨化器 Airpurion 90

，以確保大樓內的衛生。在共享辦公室 (Blue River)、大堂和

Lifestyle Library內，該設備利用紫外線，在空氣中或物體表面

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消毒，當中不含化學物質以及難聞的氣味。此

外，一樓健身房的天花板上安裝了飛利浦 UV-C 上風消毒系統，

以滅活已檢測的病原體，從而維持空氣質量。

Airpurion 90:

https://www.purion.eu/areas/air/themes/direct-and-

indirect-radiant-spherical-exposure/airpurion-90/

UV-C disinfection upper air CM:

https://www.lighting.philips.com.hk/prof/indoor-luminaires/

uv-c-disinfection-devices/uv-c-disinfection-upper-air-cm

現時，消毒機器人幾乎隨處可見，其足跡遍布全港各個商場和酒

店。為進一步促進消毒工作，我們從香港創新科技公司Rice，引

入其最新型號的消毒機器人Jasmine。消毒機器人使大樓消毒得

以持續並恆常化，在淨化空氣的同時，還為各位帶來會心的微

笑。

Rice Jasmine Robot: https://www.ricerobotics.com/en/

設計概念圖

第44及45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
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
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
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
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發展項目期數或其任何部分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有關本發
展項目期數的住宅物業內之交樓標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並以買賣合約條款為準。 | 所顯示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僅適用於部分住宅物業，並非每一住宅物業均提
供所有上述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僅供參考。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
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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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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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的水質是優質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各單位內的水龍

頭上方均安裝了最新型號的 3M 濾水器Filtrete™ Maximum，以進

行極致淨化。這款新型的水槽下濾水系統具備活性碳磚技術 (pre-

activated carbon block filtration)，可快速消除異味、沉澱物和

微生物。除了常見的 NSF/ANSI 42 和 53 外，該系統更在工業方

面領先，通過了NSF/ANSI 401標準，過濾新現污染物或偶然化合

物，從而達致更高階的濾水表現。濾水器流速高達每分鐘 1.5 加

侖，確保您能得到源源不絕的潔淨食水。

3M濾水系統：

https://www.3m.com/3M/en_US/p/d/v000517548/

雨後 (ATR) 的住宅單位內均內置了三菱重工 (Mitsubishi Heavy 

Electric) 最新的 SR 系列消毒空調。該品牌的熱力系統獨特，

其控制方案有效抑制空氣中的過敏原，同時具備淨化過濾器及

自清洗式技術。該品牌使用的空氣動力學分析技術與噴氣發動

機相同，因此空調產生的氣流均勻且遙距，並內置 UV-C 光消

毒功能，有效滅活及中和 99.99% 的細菌和病毒。相比舊有型

號，最新的 SR 系列成本效益較高：以更少能源和製冷劑達到更

舒適的制冷成果。因此，雨後 (ATR) 率先引進安靜且節能的新

型消毒空調，務求保持公寓內部氣流暢通，為住戶打造更優質

的生活。

三菱空調：

https://www.mhi.com/group/maco/products/downloads/

pdf/sr_series_2022.pdf

3MTM 3US-MAS-S01H

NSF / ANSI 42

NSF / ANSI 53

NSF / ANSI 401

Micron Rating 0.5 micron

1,500 gal (5,648 liters)Capacity

濾網阻隔致敏原 環保省電

第46及47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發展項
目期數或其任何部分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有關本發展項目期數的住宅物業內之交樓標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並以買賣合約條款為準。 | 所顯示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
設備僅適用於部分住宅物業，並非每一住宅物業均提供所有上述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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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屋外水質方面，我們於靠近飲用水箱的出水口處安裝

西班牙公司 Libelium 的 Smart Water Ions 感應器。Smart 

Water Ions內置功能強大，能在輸送食水的過程檢測離子濃度

和 pH 值，以便適時調節及保養，從源頭堵截任何潛在問題，

住戶方能安心享用優質食水。

Libelium智能水離子感應器：

https://www.libelium.com/iot-products/plug-

sense/#smart-water

在建材方面，雨後 (ATR) 大樓的戶外及半開放式空間均採用來自意大利 Cotto d'Este 的抗菌地板和牆壁，在燒烤閣 (BBQ Corner) 

內精緻華麗的灰色磁磚以及庭院的圍牆上均能尋得其蹤影。Cotto d'Este的 PROTECT® 抗菌技術有效殺菌及防止細菌再生或繁殖，

其原理是透過整合銀離子到瓷磚表面，形成新的分子結構，自行破壞細菌的細胞壁，從而為住戶及寵物提供更優質的衛生環境。在確

保產品實用性的同時，Cotto d'Este卻沒有摒棄平衡美感作為代價，例如在Lithos 石材系列則展示了各種顏色和精緻的大理石花紋。

Cotto d'Este PROTECT®：

https://www.cottodeste.com/technologies/protect

設計概念圖

第48及49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
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燈飾、家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
目內提供，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設計概念圖並非顯示發展項目任何部分之景觀或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
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發展項目期數或其任何部分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有關本發展項目期數的住宅物業內
之交樓標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並以買賣合約條款為準。 | 所顯示品牌之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僅適用於部分住宅物業，並非每一住宅物業均提供所有上述品牌之裝置、裝修
物料及設備，僅供參考。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
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
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
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
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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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材上，我們除了採用可持續物料外，同時加入自然元素，如樹木、植物、花卉、鳥類、寵物等，甚至野

生小鹿（雕像）。

施展美妙的自然魔力

「建築中融合自然」的設計概念是是次內部裝潢的一大主軸，並由兢兢業業的設計師 Minako Lee 主理。大

樓的每個角落均體現出設計師對細節的極致追求。空間革命性地採用了大量的大地色系，整體予人一種深刻

的寧靜。牆壁及角落呈流線形狀，線條簡單俐落，使房間更顯張弛有度，重新喚起人類與自然共存的畫面。

內部的裝潢主要以自然和健康生活為核心，讓生活回歸質樸自然：自然光從玻璃窗穿透室內、照射在牆壁上

藝術塗料，彰顯獨特的手繪質感。走到戶外，後門的石牆和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往上延伸並向

外擴展，提升整體空間感。大堂的水景牆與吊燈相互呼應，頓時將都市人一整天的疲累一掃而空。綠色小植

物安然躺在天花板的編織網上，俯視一個個匆忙的身影，為營營役役的都市人奉上新鮮空氣。在更衣室接待

處，燈光投射在水波紋玻璃上，迷人的焦散效果由此形成一道陸離眩目的風景線。

樹木有助緩解壓力，一個林木環繞的空間讓人回歸平靜。大樓的主大廳沿用美國公司 Bark House 的樹皮

裝飾，營造寧靜的舒適感。樹皮選材自白楊樹，由於採自不同樹木，每面裝飾皆體現其獨特性。為確保資源

的可持續性及環保生產，該品牌不僅嚴謹處理採摘樹皮的過程，其窯爐器具更為碳足跡設限，更屢獲殊榮。 

Bark House更與阿巴拉契亞地區 (Appalachians, United States) 建立緊密聯繫，致力保育當地環境及風土

文化，將對環境的傷害減到最低。

Bark House樹皮：

https://barkhouse.com/natural-bark-wood-products/poplar-bark-panels

雨後 (ATR) 團隊在構思單位的內部裝潢時，巧妙的平

衡了美感與實用。房間整體純淨淡雅，別緻的木質色

調中和了俐落的線條，在濃厚的時尚感中透著一絲溫

度。高樓底的結構（層與層之間高度達3.25米）有助

營造寬敞明亮的觀感，進一步延伸房間的可用空間。

單位內另設隔音地板，運動愛好者在鍛鍊時無須顧忌

產生噪音滋擾鄰居，盡情享受揮灑汗水的過程。此

外，部分單位更配備地板供暖系統，抵禦寒風徹骨的

冬季。設計師更靈活運用空間的每一隅，使每個小角

落得以最大效用。掀開廚房的門板後，一處儲物空間

頓時浮現眼前。而浴室內更是大有乾坤：淋浴間不僅

內置電話架、可同時充當毛巾架的兩用儲物櫃，還特

意預留專門位置擺放香水，讓餘香在屋內四散。淋浴

間的另一賣點是特設的乾衣架，方便住戶晾曬衣物。

再微小的細節也至關重要，甚至可以是一切的開端，

我們對此一直深信不疑。

50 設計概念圖

第50及51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
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設計概念圖經電腦編輯修飾處理，僅
作顯示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大概外觀或發展項目相關部分之用，並非顯示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周邊之建築物及環境、發展項目建築物之外牆之冷氣機、喉管、
通風罩、格柵及屋頂上的天線、發電機排氣管、避雷桿及吊船系統等及地面上的排水渠、井蓋、排水口及其他機電設施等均無顯示或經簡化處理。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反映發展項目或
其相關部分實際外觀、景觀及周邊環境，亦非說明發展項目或其相關部分最後完成之面貌。相關設計概念圖中所示之發展項目、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任何其他部分所有裝置、裝修物
料、設備、設施、燈飾、傢具、陳設、擺設、植物、園景及相類似者均純屬畫家之想像，僅供參考，未必會於發展項目內提供，亦未必可能在發展項目內設置或放置，亦未必反映發展項目、
住客會所、康樂設施或其相關部分實際狀況。發展項目不同住宅物業之邊界以公契及交易文件作準。相關設計概念圖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
承諾或保證。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及查詢相關公眾可獲取的資料，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
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之設計以政府相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發展項目及其周邊地區日後可能出現改變。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
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
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
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
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
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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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是功能與美感的相結合。眾所周知，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時會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氣，事實

上，樹木、灌木和植披也會吸收空氣污染物，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樹葉不僅能遮

擋陽光，還可以吸收環境中的熱量，讓我們可在樹蔭下乘涼。樹木除了是對抗溫室效應和氣候變

化的關鍵之外，還是多種生物的自然棲息地。樹木和灌木是雀鳥和囓齒動物等野生小動物的庇護

所和養料來源，亦是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基礎。

林廣良 Ted Lam
Landes Limited 的創始人

樹木的
神奇力量

綠色的植物構成一幅賞心悅目的圖畫，當中的「綠色」更有助舒緩

眼睛疲勞，使雙目得以放鬆。然而，樹木的迷人之處不止那一抹叫

人舒展身心的綠，而是琳琅滿目的品種，由此造就了成千上萬棵顏

色、形狀、形態各異的樹木。在漫長而壯麗的歲月中，他們隨四季

更迭譜寫出各自獨特的篇章，切換不同姿態，在硬朗與柔軟間不斷

更替。

52 第52及53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
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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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葉欖仁

水黃皮

勒杜鵑

ATR可見的綠草雨後 (ATR) 主要以喬木和灌木作為主題植物。

在喬木方面，建築物周邊及車道旁種滿了花葉欖仁 (Terminalia mantaly 

“Trocolor”)。那一抹綠色是春風撫過的心癢難撓，也是少女初長成的清新

明淨，就像是春天獨有的氣息般，視線每一觸及，便染上盈盈笑意。花葉

欖仁蘊含著無數的期待和柔情，似是一切故事的起首，看似歲月靜好卻透

著一絲分明的獨特主見：枝丫以挺拔的主幹為軸心，整齊有序地向四周鋪

展開來，層次分明。樹冠狀似雨傘，因而得名「雨傘樹」。細碎的樹葉在

枝幹的襯托下顯得錯落有致，小巧秀氣，像舊時亭亭玉立的閨秀，在春天

裏但笑不語。

 

在 雨後 (ATR) 北面種了一棵大型藍花楹 (Jacaranda mimosifolia)，其花語

是寧靜，深遠，開闊，穩健，幽邃和清麗脫俗，點綴了整個園區地面的景

觀。喬木的藍色一望無垠的天際如出一徹，無刺激性，予人深遠、清涼、

靜謐、開闊的感覺。無論是淡藍或深藍，都流露一股寧靜、穩健、幽邃、

清麗脫俗的力量。憑藉那一抹沁人心脾的藍，藍花楹因而蘊含「代表寧

靜、深遠、憂鬱」的寓意。

 

在地面至二樓間，大樓周圍種滿了勒杜鵑 (bougainvillea spectabillis)，

藍色和白色的花朵在種植池中相互交錯，更添生氣。花朵顏色豔麗、且

生命力強，故花語象徵熱情及堅韌不拔。勒杜鵑花絢麗多彩，花朵盛放之

際總能散發一股迷人的熱情。勒杜鵑同時擁有旺盛的生命力，雖偶爾受

環境因素影響，但無礙其生長。勒杜鵑花苞薄如紙片，「紙花」（Paper 

Flower）的稱號因而得名。花朵由下往上生長，花簇多層，故又稱「九重

葛」(Nine-layer Pueraria)。

 

——Ted Lam 是本地的國際園藝公司Landes Limited 的創始人。

Landes Limited 於 2004 年成立，主要從事園景設計、安裝及執行。

萬物皆自天地而生，而人類也不例外，故大自然是人類一切的根源。縱使我們習慣在一眾摩天大樓間穿梭，卻千萬不要忘卻煩

囂之外的自然世界。無論是大堂內的樹皮裝飾，抑或是樹林的鸛鳥設備，自然的元素皆悄然無聲地融入 雨後 (ATR) 的設計當

中。在建築中融入自然的元素能淨化躁動的靈魂，並打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家園。因此，在 雨後 (ATR) 內，你可以盡情享用不

同設施，並體會濃厚的自然的氣息，鬆弛緊繃已久的精神世界。

我們有幸邀請到優質生活的代言人 Henning Voss 為住戶專門訂製一份打造優質生活環境的實用指南，並以Vivid Healthy Home 

Blueprint為基礎。內容圍繞家庭設備、正念練習、體育鍛煉等，以此燃亮生活中的點滴，並從內到外一一激發各位的潛力。

羽毛球場上的友誼賽、午後在Lifestyle Library沙發上的針織、在寵物閣 (Pets Corner) 與小狗的玩樂時光，以及傍晚在迷霧仙

境 (Misty Garden) 長椅上的閱讀時間，都是叫人舒展身心的生活點滴。

宜室宜居      
內外薰陶

第54及55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
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 註：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決定或改動園區及園景之設計及所提供之花卉植物
品種及數量。相關園景之設計及花卉植物品種及數量會不時改變。賣方對此及園景和花卉植物不時之狀態並不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
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
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
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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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品牌設計師、名氣大廚、
節目主持人、製片人

楊尚友 Christian Yang

發掘自然鮮味 密集的摩天大樓構成城市的風景線，能在住宅附近獲取新鮮的食材實

在難得。雨後 (ATR) 內的蔬果農地 - 草莓農場 (Strawberry Farm) 讓

農作物在成熟後即時收割，食材鮮味及營養絲毫未減。儲存食材的時

間縮短，在種植的過程中更沒有添加化學物質，因此大大減低了對身

體的損害。在環保方面，蔬果農地節省了大量的能源和包裝消耗，是

保護環境的先鋒。在農場內即時獲取食材，在舌尖嚐盡食物最原始的

味道，並更講究日常飲食的營養。蔬果農場作為鮮美食材的來源，在

確保原汁原味的同時，也促進了人體的健康。

民以食為天，品嚐佳餚從來是幸福源泉，故能獲取鮮美食材可謂難能

可貴。

優質食物造就了充滿幸福感的菜餚，並持續為身體帶來裨益。談及食

物，無論農耕或畜牧的過程，我們都應當予以尊重、誠信及信任，以

此與食材築起橋樑，在建立長久的聯繫之餘，也正面地優化彼此的生

活。城市的現代人行色匆匆，繁忙的生活節奏甚至擾亂日常的起居作

息，飲食失衡而三餐不定時。因此，從現在起重拾健康的主導權，投

資自身的人體健康，讓新鮮的蔬果裝滿籃子，在烹調間以幸福作為調

味料，讓身心皆體會體魄健康的愉悅。

“優質食物造就了充滿幸福感
的菜餚。”

第57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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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
關景觀)。 |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
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
及設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
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
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
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客會所
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
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收費。 | 住
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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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牛排」
配車厘茄希臘沙律

夏日清涼 密瓜沙律

大茄子 | 1個

車厘茄 80-100克 | 開半

甜椒 1-2個 | 粗略切碎

菲達芝士 50克 | 切塊

紅洋蔥 30克 | 切碎

青瓜 1條 | 切粒

番茜 | 1小束

水 | 50毫升

沙律醬：

日曬番茄乾 1-2湯匙 | 切碎

（或紅香蒜醬 1湯匙）

橄欖油 | 1湯匙

紅酒醋 | 1湯匙

水 | 3湯匙

糖  | 適量

鹽 | 適量

黑胡椒 | 適量

做法：

首先將乾番茄、橄欖油、水和醋混合製成沙律醬。加入

糖、鹽和黑胡椒調味。

將車厘茄、甜椒、紅洋蔥和青瓜與沙律醬混合，放入雪

櫃冷藏備用。

烹調茄子：茄子去蒂及對切，在表面輕輕劃出格子狀。

有格紋的那面向下，放入塗了油的平底鍋中。 

蓋上鍋蓋，把火調到中火。 1分鐘後，加水，蓋上鍋蓋

蒸至全熟。小心不要把茄子燒焦。

拌以沙律、菲達芝士和新鮮番茜葉一起品嚐

哈密瓜 300-500克 | 切片

羽衣甘藍葉 | 50-80克

羅曼生菜 | 50-80克

橡葉生菜 | 50-80克

秋葵 | 100克

巴馬火腿 | 2片 

沙律醬：

橄欖油 | 2-4湯匙

陳年香醋 | 1-2湯匙

（或白香醋 | 1-2湯匙）

鹽 | 適量

糖 | 適量

黑胡椒 | 適量

做法：

將羽衣甘藍和生菜洗淨，在淨水中浸泡30分鐘。瀝乾

備用。

將秋葵在沸水中快速煮30 秒，然後放入冰水中，瀝乾

備用。

用中火將巴馬火腿煎至酥脆。取出並放在一旁。

製作沙律醬，為沙律和秋葵調味。

第58及59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
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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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登時尚的21世紀，我們對日常飲食越發講究，對食物及其烹調方法更極為關注。顯然，食物已經不僅限於舌尖

上的味道，更徹底形成一種獨有的文化，融入生活。我們也不只著眼於單純的味道，更慢慢延注意力伸至食物的來

源、生長過程、資源分配、道德勞動和能源消耗。

農耕作樂 
淺嘗回甘滋味

親力親為的農耕活動使農業得以分散，從而將環境禍害減到最低。縱然大企業

已成為大部分日常所需資源的供給來源，但在實現農業本地化的過程中，我們

更可以透過自身力量優化一切生活細節，譜寫出更美好的生活奏曲。農耕行業

的體系龐大，在生產的過程中更涉及成本和利潤的考量，故不但在質量、種植

要素、來源以及環保措施方面缺乏透明度，也甚少關注味道、風味和營養等。

與此同時，農業集中化下的運輸距離較長，運送成本及碳排放量增加，輾轉的

物流過程不但降低食物的鮮味，更對環境生態構成損傷。因此，我們致力推動

分散式農業的發展，尋求傳統農業以外的另一片天。環境中的一切要素主宰著

農作物的生長情況，要確保作物攝取最佳養分，微調土壤、光線、水、空氣等

細微差別便起了決定性作用。故調控過程中的小細節有效提高農作物的質量，

也因而減低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量，為農耕寫下新的篇章。

即時品嚐從農地採摘、未經烹調看似是新奇的體驗，但當中的營養價值卻是不容忽視，對健康更是增益不少。現時社會越發注

重養生及增強免疫力，因此，「吃生」將成為未來的主流趨勢，掀起新時代的另一番熱潮，並為身體機能的強化奠定基礎。

生機飲食意即食用未經加工的食物。每談及此概念，人們多數聯想到蔬果或有機食品，但其實可不經烹調食用的食材並不僅限

於蔬果。實質上，這個概念提倡更原始準備食材的方式，在處理過程中不添加任何熱量或化學物質，從而確保食材本身的結構

不受破壞，營養成分也不會因此流失。以生鮮蔬菜為例，省略烹飪過程確保水溶性營養素，如維生素 B 和 C等得以妥善保存。

除卻水果外，壽司、曬乾的水果、蔬菜汁、生花生醬、堅果奶、海藻等也是典型未經烹調的食物。若想在「生食」的基礎上加

入花樣，則可嘗試脫水、混合、榨汁、磨碎和浸泡等製備方法。我們重視住戶的健康，提倡均衡飲食，因此 雨後 (ATR) 致力

為各位開啟生吃食材的大門。

雨後 (ATR) 為各位提供從農場到餐桌的一站式體驗，在農地上種滿了時令蔬果，並嚴選新鮮食材，因此住戶總能品嘗到食材最

原汁原味的鮮味。

舌尖上的享受

第60及61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
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
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
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室內水耕種植 烹調更添鮮味
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位於一樓平台右側，內有一個由

水耕細作科技 (Farmacy HK) 經營的精選蔬菜和香草專櫃。其流

動式農場系統具備節能及遙控功能，可種植蔬菜、珍稀香草，甚

至可食用花卉，並由專業團隊監控產量和定制獨有口味，居民可

向 雨後 (ATR) 的受訓員工指定食材，從最新鮮的渠道獲取日常

烹飪材料。流動式農場系統將農業工程轉營至室內，結合雲端技

術，並使用了可持續和可再生的椰子土壤，因此新鮮度更高、不

含農藥以及百分百保留營養，有效地促進植物生長。流動農場系

統專櫃並不佔空間，約自動售賣機的尺寸，其獨特的技術每年更

成功地減少排放一噸二氧化碳。

水耕細作科技 (Farmacy HK) 的創始人麥嘉晉(Raymond Mak)以

嶄新的綠色運動為食材供應注入改變，冀望透過可持續的方式，

為人們提供可安全食用、新鮮和營養豐富的食物，不論其身分背

景。水耕細作科技 (Farmacy HK) 的團隊在2017年底成立，以

其精心挑選、原始和優質的農產品為傲，並主力發展都市的分散

式農業，在不影響風味、營養和便捷的前提下，為客戶提供更多

元、更優質、更安全的選擇。其分散式農業的系統為客戶訂製專

屬食材，讓他們收穫心中所想。

另外，雨後 (ATR) 大樓地面設有一家西餐廳，內裡亦設置流動農

場系統，為餐廳提供即場最新鮮食材。

Farmacy HK: https://www.farmacyhk.com/
園藝是 雨後 (ATR) 的一大關注點，也是有關專業種植和食用植物的科

學。住戶可到二樓平台左側的草莓農場 (Strawberry Farm)，選取最

新鮮的水果和蔬菜。農場提供多元化的食材選擇，並因應不同季節種植時令

蔬果，例如西紅柿、黃瓜、胡椒、羽衣甘藍、秋葵、甜瓜、茄子和各種菜

類。雨後 (ATR) 與美國領先的農業系統方案TrolMaster獨家分銷商綠色環

控 (GEC Asia) 合作，將行業翹楚TrolMaster注入農場中，創造理想的種植

環境。

農場將劃分為兩部分：田園種植桌和種植塔。有些水果在種

植桌上長得很好，而有些蔬菜則在種植塔長得更好。例如秋

葵和士多啤梨較適合塔式種植，但蕃茄就較容易在桌子上茁

壯成長。垂直的柱子能支撐農作物的重量，其結構亦讓它們

在劃定的隔間中生長，同時能透過向上發展的設計節省更多

空間，與香港樓宇設計互相呼應。這種種植方法讓我們可以

無限制地在每平方尺的土地生產更多的農產品。

種植塔

田園種植桌

戶外鮮味食材 
任君選擇

63
第63及64頁內之相片經電腦修飾處理，並非於或自發展項目期數或其周邊地區拍攝或以發展項目期數作依據製作，並非反映發展項目期數外觀、景觀、設計、裝置、裝修物料、設備、設施和服務，亦與發展
項目期數無關。相關相片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不論是否有關景觀)。

賣方保留權利不時改動建築圖則及其他圖則，發展項目期數設計以有關政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為準。  | 賣方保留權利更改及/或以其他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代替本冊子內所述的裝置、裝修物料及設
備。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名稱待定，所有名稱未必與會所日後啟用時的設施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
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則及現場環境狀況。賣方保留權利增減住客會所、康樂設施及其他設施及修改其設計及用途，並恕不另行通知。有關住
客會所及康樂設施之資料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亦不得詮釋成賣方作出任何不論明示或隱含之要約、陳述、承諾或保證。 | 住客會所並不會提供任何餐飲服務及含酒精飲品。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可能需要
收費。 | 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由發展項目之住戶共同使用。62



HyCorn 

65

綠色環控結合TrolMaster溫室種植系統和專業的工業級水培設備管理，運作草莓農場 (Strawberry Farm)。TrolMaster系統能連接

所有設施和設備，蒐集所有數據並整合到平板電腦上，是美國目前最先進的溫室種植系統，能在高達50個區域中進行個別監控，控

制其溫度、濕度、二氧化碳含量、滋潤度等。另外，系統還內設有10多項功能，例如透過傳感器監測土壤中的空氣和水分含量，調

控細節以提高產量，並節約用水及其他資源消耗，食材品質及環境考量雙管齊下。

隨著全光譜燈ThinkGrow LED Model-I Plus投入使用，植物得以在免受天氣影響的前提下生長。光譜燈能模擬植物所需的自然光

（UV、深紅、遠紅），促使農作物茁壯成長，縮短生長時長，且

具備高靈活性，因應個別的環境所需略作調控，確保農作物在起霧

的天氣也不受干擾。系統能自動識別不同的蔬果種類及生長狀態，

並調節最合適的參數促進農作物的生長。整套設備均支援線上或到

埗的參數調整，因此住戶能同時調整各項參數。簡而言之，該系統

幾乎能調控市面上所有水培設備，通過遠程的在線分析程序自動完

成參數調整，為農作物打造專屬的「智能家居」，並確保24/7的

全天候監控和照料。縱然設備先進，我們還配備專業的園丁，混合

人工及器械應用，保持農作物最佳的生長環境。

農業桌採用了最新的“Pafcal”人造土壤技術，由豐田三得利美多利

（Toyota Suntory Midorie）研發。Pafcal與傳統的種植海綿和土壤

全然不同，完美平衡水分與氧氣的含量，當中不含異味及農藥，因此

無需額外使用化學添加劑殺害害蟲。無土壤的技術共設有三種基礎材

料混合物，分別是椰子土壤 (coconut soil)、可行生物分解的玉米澱粉 

(HyCorn) 和Pafcal，透過各種科學證明，創建出一個理想種植基地。在

肥料選用方面，則採用荷蘭知名品牌 CANNA 的液體肥料，以優化種植

質量。

為了定期提供相應的產量，農場一側還設有萌芽箱(Germination Tank)

，先在盤中精心培植來自荷蘭和日本的種子，待幼苗長成後再放到農

場，以建立一個更完整的生長周期，推動自動運行式的園藝發展。

培苗

Pafcal
椰子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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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耕種所需的資源也同樣重要，垂直耕作通過顯著減少生產同等

數量的農作物所需的用水量來實現節約用水，同時亦可將潔淨的廢

水回收，對地球來說絕對是一個好消息。與需要在數英畝的土地上

播種和運送收成的傳統農業相比，這樣的種植方式所需的能源也大

幅減少。當然，額外的好處就是高大的種植塔四季豐收所帶來的植

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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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控 (GEC Asia) 的共同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陳均雨 (Rain Chan) 向我們講述了改良的技術對發展未來農業的重要性。

「GEC 系統讓我們追蹤最新的國際化數據，還原植物的生長成果及查明箇中原緣由。系統收集了各地的植物生長，對培植品質上

乘的食材極為關鍵，以創造更多令人垂涎三尺的豐富菜色。此外，在產量及味道微調的過程中，無需耗費額外時間和資源重整種

植公式、或尋覓各類因素的關聯，簡化整個階段的繁複。

雨後 (ATR) 住戶可通過訂閱農作計劃，以象徵式成本每週定期獲取新鮮蔬果及草藥，品嚐來自現代都市農業的獨特鮮味。儘管農

場的規模未算龐大，但仍是住戶獲取新鮮食材最鄰近的來源，讓習慣城市生活的現代人安心地料理日常飲食。

綠色環控GEC Asia：https://www.gec.asia 

TrolMaster：https://www.trolmaster.com

Pafcal：http://www.suntory-midorie.com/en/about/about_pafcal

陳均雨rain Chan
綠色環控 (GEC Asia) 共同創始人

處理食材的方式多樣，除了生吃食材外，烤製似乎

是另一種誘人的選擇。雨後 (ATR) 內的 燒烤閣 

(BBQ Corner) 特意為喜愛在戶外進食的夥伴而設，讓住

戶毫無顧忌地沈浸在燒烤的樂趣。燒烤彷彿具備魔力，在

露天的環境下拉近眾人間的距離，配合佳餚的襯托，為生

活寫下可愛的插曲。燒烤閣 (BBQ Corner) 位於一樓平台

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的一側，採用乳白色的

天然木質傢俱，令整體散發質樸、自然且溫馨的氛圍。無

論豔陽高照抑或月明星稀，住戶皆能從鄰近的 雨後 (ATR) 

流動農場直接挑選所需食材，繼而放進燒烤爐烤製。燒烤

閣 (BBQ Corner) 內置有木製涼棚，木架長滿葉子，是炎

炎夏日間乘涼的「避暑勝地」。用餐區桌面採用大理石

材質，與食物準備區內的淺色木紋形成鮮明對比，相映成

趣。走到前庭，玻璃矮柵欄一旁茂密的灌木叢，一抹清新

的鼠尾草綠色呈現眼前，為園景畫上點睛之筆。鋼製戶外

燃氣燒烤架來自美國高級品牌Sub-Zero & Wolf，食物濃

郁的鮮味夾雜著「嗞嗞」的燒烤聲，香氣盼隨著裊裊炊煙

縈繞四周。披薩烤箱在燒烤閣裡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當

中以蘇格蘭品牌Ooni的多元燃料烤箱最為聞名。從加拿大

品牌Napoleon炭火烤架中傳來陣陣烤雞的氣味，隱約夾雜

一絲原始的煙燻氣味，有如原住民生活的煙火氣息。眼前

的蔬菜烤得恰到好處，蒜蓉麵包上一抹金黃色的黃油漸漸

融化，為燒烤聚會繪製出一幅完整的畫面，在一眾歡聲笑

語間染上一絲溫馨情懷。

Ooni多燃料薄餅焗爐: 
https://uk.ooni.com/products/ooni-
karu-16

Sub-Zero & Wolf戶外石油氣燒烤爐:
https://subzerowolf.com.hk/en/pages/
view/product-specifications-detail/81

拿破崙專業推車式木炭烤架:
https://www.napoleon.com/en/us/grills/
products/charcoal-grills/charcoal-grill-series/
charcoal-professional-pro605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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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燒烤
炭火中升
起炊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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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相同。住客會所及康樂設施於入伙時未必能即時啟用。部分設施及/或服務的使用或操作可能不時更改並受制於政府有關部門發出之同意書或許可證及相關法律、法則、批地文件、公契條款、會所使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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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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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種下一顆種子，到蔬果成熟，整個食物誕生的過程都承載著每道佳餚背後的秘密，為每道菜品寫下一切風味的根

基。我們致力推動發展可持續生產的農產品，從而踏出靠近天然食材的一步，邁開步伐走近大自然。名廚楊尚友 

(Christian Yang) 更根據 雨後 (ATR) 園內生產的食材，精心設計了25份專屬住戶的菜式，並編製成食譜分發至各單

位。雨後 (ATR) 的農莊讓各位親嚐親力親為的勞動成果，在舌尖瀰漫的不只是獨有的鮮美，更夾雜著大自然的香氣：

清新的空氣、純淨的土壤、以及和煦的陽光。

從自然中嘗鮮
徜徉
藝術
氣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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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被視為生活中的自我調劑，無聲地滋潤著一如既往的勞碌生活。無論是

耳機裡朗朗上口的旋律、還是馬路邊華麗的壁畫，均屬於藝術的本體，並悄然

成為都市車水馬龍的一部分。藝術中的斑斕色彩、獨特紋理、驚為天人的美

感，紛紛點綴了都市中樸實無華的生活。」

「我們經常無意間忽略藝術對整體社區發展的影響，尤其當紛呈的色彩與自然

相互融合，呈現一種清麗脫俗、巧奪天工的美感。藝術，與生命一樣，無論是

可見不可見，都時刻在我們身邊。無庸置疑，藝術為生活賦予一層特殊意義，

也是人類文化長河中必不可少的流域，深化歷史價值之餘，也讓我們從深層探

究各種內在情緒，提升自我意識，塑造創造力及開放的思維。簡而言之，藝術

撥動著我們的心弦，開闊思想和心靈，向我們展現世界一切的可能。」

SHOUT Art Gallery 共同創辦人兼
創意總監、LKF藝術節創意諮詢顧問

Richard Slom

“藝術，與生
命一樣，無
論是可見不

可見，都時刻在我
們身邊。”

What is art?  
藝術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媒介，常用於紀念經歷或記錄感覺，具備療癒心靈的功效。藝

術為不擅言語交流人士提供思考的容器，引領內心的能量所在。當情緒感受無法單靠

筆墨形容時，藝術化身多種形式，填補內心世界的空缺。藝術不僅限於奶白色的油畫

畫布，還包括雕塑、繪畫、攝影、表演、時尚、烹飪、化妝等，博大而精深。藝術將

個人最深切的內在感受呈現眼前，令人猶如親臨情境般深陷其中，從而深化我們對歷

史、經歷和文化的理解及賞析。藝術將虛無縹緲的概念、捉摸不定的情感變化濃縮，

並轉化字母、圖像、顏色、紋理和位置等元素，為觀眾呈現一幅具象化的圖像。

文明載體

大傑特島的星期日下午 

喬治·秀拉 1884

創造亞當
1508-1512

馬歇爾・杜象 

單車輪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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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的靈感並不單取材自五感，更建基於人生經驗，與感受有莫大

關連。藝術作品或表現藝術的所有元素固然重要，但各種的情感流露卻

是不容忽視。一台芭蕾舞舞台劇、一場管弦樂團的演奏，都不止是單純

的故事敘述，更是激發情感湧現的催化劑；同樣，一部小說的片言隻語

也可以是一切的靈感源泉。縱然從小到大都沒有一門科目專門教授「感

受」的方法，但我們仍會遵從內心世界沈浸其中。藝術潛藏著個體對自

我的詮釋，因此更顯其珍稀可貴之處。正因各人的自身經歷迥然不同，

才塑造出別具一格的藝術品。藝術的魅力，正正如此。

拋開勞碌的日常，投入藝術的懷抱中，讓我們找到令人安心的避風港，

放下生活中一 切不如意，彷彿置身一個充滿歡樂的忘憂國度。

品味生活

當代潮流
引進擴增實境(AR)和虛擬實境(VR)技術後，參觀博物館從此搖身一變，成為新潮酷炫的體驗。走入藝術館， 

VR眼鏡將虛擬元素具象化，而AR技術將場景數碼化，加強互動性。由此，兩者結合，一幅這一變革性世界名

畫因此以真實且深刻的形式呈現眼前。在佛羅倫薩的烏菲茲美術館(Uffizi Gallery in Florence)、洛杉磯的布羅

德博物館(The Broad Museum in LA)，甚至羅浮宮博物館(Musée du Louvre)等知名美術館，虛擬導賞團早已

成為常態，為藝術扣上潮流的科技帽子，大大提升了其吸引力。數碼化的藝術並不僅限於美術館典藏，並早已

悄然進入日常生活當中。在Google藝術與文化網站上，用戶可透過虛擬的形式探索大量博物館，如荷蘭梵高博

物館(Van Gogh Museum, Netherlands)、巴黎奧賽博物館(Musée d'Orsay, Paris) 及愛丁堡蘇格蘭國家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Edinburgh)，或瀏覽文章，參與互動遊戲等。而DailyArt應用程式則每日在介面

隨機展示美術作品，並輔以簡潔的文字略作介紹，讓住戶從中了解自身認知以外的藝術作品。

蒙娜麗莎VR：

https://www.louvre.fr/en/what-s-on/life-at-the-museum/the-mona-lisa-in-virtual-reality-in-your-

own-home

Google藝術與文化網：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partner/the-british-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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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藝術品逐漸進入數碼世界，藝術品交易也不敢怠慢，其獨

特的代幣 (NFT) 一度受大眾關注，極具吸引力。NFT性質與

加密貨幣相似，與市場關聯密切，近年來更呈現顯著的增長趨

勢，因此被視為新型的投資方式。

在 社 交 媒 體 的 渲 染 下 ， 街 頭 藝 術 從 此 成 為 一 股 風 靡 一 時

的 熱 潮 ， 塗 鴉 、 廣 告 牌 橫 幅 、 樂 高 牆 壁 拼 砌 的 藝 術 照 在

平台上廣泛流傳。只要具備豐富想像力，Instagram上@

dudewithsign或@bandaidforheart的標籤均屬於現代的街

頭創意藝術，不僅娛樂性高，也坦率的表達自我訴求。在日

新月異的21世紀，社交媒體已逐漸成為各類藝術的載體，在

Reddit、Twitter、Tumblr、Pinterest…… 用戶只需按鍵搜尋，

一幅幅技藝精湛的藝術藍圖由此映入眼簾。

星夜
1889 梵高

睡蓮
1917- 1919 莫奈

大自然是一切靈感的源泉，即使是尋常的花開花落或是

四季更迭，均能觸發靈感湧現，因此藝術家經常從大自

然中汲取靈感。綜觀文學發展史，浪漫主義時期強調人

與自然的聯繫，竭力貢獻自然，打破生活的常規，獨創

無拘無束的康莊大道。浪漫主義者確信大自然能激發最

真實的情感，因而得名；著名詩人如威廉·布萊克《啊！

向日葵》(William Blake (Ah! Sun-flower))、約翰·濟慈

《明亮的星星》(John Keats (Bright Stars))、埃德加·愛

倫·

大自然—
當代藝術的
源泉

坡《烏鴉》Edgar Allan Poe (The Raven)) 和瑪麗·雪萊《科學怪人》(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 均出身

於這個時代。那些有畫筆除卻文字，從油畫藝術中也能參透自然的元素，例如梵高的《星夜》(Van Gogh's 

Starry Nights)、莫奈的《睡蓮》(Claude Monet's Water Lilies)、葛飾北齋的《神奈川沖浪裏》(Katsushika 

Hokusai's The Great Wave off Kanagawa)、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的《霧海上的旅人》(Caspar David 

Friedrich's 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等，這些都是自然與藝術的完美結晶。

歸根究底，自然本身就是最純粹的一種藝術，才能成為一切藝術靈感的源泉，大自然景色壯麗宏偉，著名的

大峽谷、富士山、尼亞加拉大瀑布，乃至一棵盛開的櫻花樹，都撫慰了躁動不安的心靈。放眼四季輪迴，夏

天的空氣夾雜著海水的氣味；冬天的雪花在指尖間融化。若抬頭望向天際，只見夕陽金光閃閃、晚霞染上羞

澀的粉色，而夜幕降臨，淡紫色的天空換上寶藍色的衣裳，皓月當空，河水中映著倒影。 在野外，一隻長頸

鹿懶洋洋地在高原上漫步，而松鼠則啄著橡果到處亂竄。隨著攝影器材日漸普及，這些畫面是攝影機鏡頭之

下均轉化為一幀幀可愛的錄像，紀錄大自然中的一切互動。無論是宏偉的景觀、抑或荒蕪的荒野，都終將成

為嶄新的藝術型態，繼續流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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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 (ATR) 大樓的大堂及共享廚房 (Glasshouse Kitchen) 內，天花板上

吊著兩盞玻璃吊燈，使室內一下子變得明亮而寬敞。LASVIT是本次 雨後 

(ATR) 的合作夥伴之一，主要從事高級時尚的玻璃工藝設計，大大小小玻璃

工藝品如藝術般點綴整個空間，以溫暖的光束照亮房間，將封塵已久的故

事娓娓道來。LASVIT的設計總能完美融入建築中，毫無違和感，更為整個

空間添置一絲溫馨細膩的美感，且不失實用性。

在大堂內的枝型吊燈零星散落，有如淅淅瀝瀝的雨點，與雨後 (ATR) 主題

相互吻合，呼應整體基調。天花板一共裝有580枝細長的玻璃燈管，在光線

的照射下更顯晶瑩剔透，靈感來源於北波希米亞 (Northern Bohemia) 的玻

璃吹製工藝，歷史悠久。吊燈由波希米亞的水晶玻璃滴組成，與美國詩人

蘭斯頓休斯 (Langston Hughes) 創作的In Time of Silver Rain 同名，擺進 

雨後 (ATR) 的大樓中，一切都顯得恰如其分。玻璃的吹製過程需時6個月，

並沿用捷克的獨特手工吹製技術，確保成品質量。LASVIT 設計師 Stěpán 

Gudev 認為：「大地在春天花開的時節迎來新生命，Silver Rain恰如春雨

般滋潤大地，四處瀰漫著生機。」他說：「春雨綿綿，大地又會孕育

新的生命。青草遍地而生，花朵含苞待放，彷大地彷彿奇蹟般復甦。為配

合主題，我們在玻璃上鍍了一層薄銀，在 雨後 (ATR) 大樓裡更顯熠熠生

輝。」

LASVIT：https://www.lasvit.com/

Stěpán Gudev: https://www.lasvit.com/designer/stepan-gudev/

Štěpán Gudev

“春雨綿綿，
大地又會孕育
新的生命。”

雨點般
燈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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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整體設計由Villi USA主理，Villi始創於奧地利，以獨家琉璃瓦磚拼砌出

純粹美感。Villi的瓦磚由沙子、白粘土和陶瓷等自然資源混合而成，無需經

過濕法加工，因此不會對空氣及水質構成污染，避免威脅生態環境。該品牌在貢

獻可持續發展上義不容辭，積極回收材料，至今原材料的回收量達20%。瓦磚的

材質耐久性高，不利細菌、黴菌滋生，因此耐用且衛生。Villi的瓦磚，顏色選擇多

樣，切割成各式各樣的形狀，確保磚瓦之間能夠無縫銜接。

在 雨後 (ATR) 中，Villi以經典的三色馬賽克作為設計靈感，在每個顏色的銜接間，

都鑲上了晶瑩閃亮的過渡層，其新穎的構思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衝擊。Villi巧妙地

拼合了多塊形狀、顏色及大小不一的瓦磚，在微風輕拂、水波蕩漾的襯托下，繪製

出一幅令人賞心悅目的「川河拼圖」(“river puzzle”)。

陽光溫煦，玻璃瓦磚在豔陽下更顯璀璨奪目；淡淡的雲藍色輕輕地疊著湖綠色，

一方面與白色磁磚相互交錯，另一方面特立獨行。River Puzzle 由優質材料鍛造而

成，沿用精湛工藝，經多重步驟，將表面材質特殊的有色玻璃片打磨成粉獨一無二

的藝術品。品牌旗下每件產品都經過三次退火，確保其強度、安全性和耐用度，締

造優良品質。

Villi USA: https://www.villiusa.com/

藤曼中
追憶年華
丹麥品牌Sika-Design主力設計及生產手工的柳條傢俱，在推出現代風傢俱的同

時，亦不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品牌主打精湛的技藝，結合其可持續發展的宗

旨，打造風格獨特的藤蔓傢俱。 

品牌創始人第三代主理人兼總監Louise,Andreasen啟發了我們，「Sika-Design自1942

年以來，憑著對藤蔓材質的滿腔熱忱，結合精湛技藝，一直以設計出耐用且美觀的藤蔓

傢俱為宗旨。當然，在製作藤蔓傢俱期間，我們早已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刻進骨子裡。

」在六七十年代，藤蔓的風潮再度興起，即使名人、明星也一度受藤蔓風靡，著名演員

奧黛麗・赫本 (Audrey Hepburn) 經常以藤籃作為她別具標誌性的錢包。藤蔓材質持久耐

用，從熱潮至今早已過去數十載，但那棕色的藤蔓依舊屹立，並深深地扎根於我們的兒

時回憶當中。

Sika-Design以發展可持續藤蔓材質起家，而近20年來，他們更擴展領域，在卓

越工藝的輔助下，投入製作戶外專用藤蔓傢俱，結合鋁材和ArtFibre，再經由全

人手製作的過程，打造出舒適耐用的戶外傢俱。印尼 (Indonesia) 是所有Sika-

Design傢俱的原產地，以世代相傳的藤蔓編製技術聞名。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品

牌致力推行環保政策，並對改善工作條件表示高度關注。

泳池邊擺放著Sika-Design出品的戶外蛋形吊椅 (Hanging Egg Chair)，整個游泳

區域瞬間瀰漫一股懷舊氣息。吊床椅是設計師Nanna& Jørgen Ditzel於1959的作

品，其設計可說得上是永恆的經典款式，加上材質耐用，因而深受眾人喜愛。

Sika-Design：https://sika-design.com/

戶外蛋形吊椅：

https://sika-design.com/collections/swings/products/hanging-egg-chair-

4?variant=39350951018548

           Louise 
  Andreasen

Sika-Design行政總裁

 水底世界    
   萬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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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 (ATR) 的大樓內一共設有四張捷克製的設計

師長椅，在地面的迷霧仙境 (Misty Garden) 及

二樓的平台均可尋覓椅子的蹤影。長椅主要以彎曲的

鋼板製成，鋼板頂部疊著一層木材，溫暖的木色調中

和了金屬的冰冷感，時尚與溫馨俱備。長椅的最大亮

點莫過於鋼板兩側的LED燈，持久耐用，也為簡約的

椅身渲染美感。LED燈光淡雅而和暖，照亮各位回家

的道路。

長凳產自捷克品牌Mmcité，由 David Karásek 和 

Radek Hegmon 設計。 Mmcité熱衷執行其「文化使

命」，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設計出獨樹一幟

的街頭傢俱，由此帶來不一樣的公共空間。

Mmcité 鐳椅：

https://www.mmcite.com/en/radium

Magis的空氣扶手椅是英國倫敦設計師Jasper Morrison的經典設計作品，透過氣體注塑成型技術(空氣成型

(air moulding))，打造出重量極輕、但堅實穩固的椅子。Air-Family系列的扶手椅外型時尚，有多種顏色可

供選擇，巧妙獨特的結構使椅子不易故障，適合室內和室外使用。

Magis在1976年成立，是一家意大利的家族企業，品牌整體風格兼容美感、實用性及耐用度，成為與 雨後 

(ATR) 項目合作的一大原因。

Magis空氣扶手椅：

https://www.magisdesign.com/product/air-armchair/

「輕量」之椅

「鋼」中帶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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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sh Mackie是國際知名的英國雕塑家，技藝精湛，更能精確捕捉各野生動物的精髓所在。他認真對待作品，

堅持以人手精心雕刻，因此每件雕塑都更顯彌足珍貴。Mackie沿用古代的失蠟法（lost wax method），鑄造出

青銅繼而創作每件雕刻作品。「我在英國選用的鑄造廠在黏土上刻畫許多細節，即使小至我的指紋，也能被鑄鍊

出來，甚至可媲美博物館的品質。」Mackie告訴我們，他的創作靈感主要來自「人們周邊的自然環境」。

他補充道，研究野生動物、走訪世界各地的棲息地是極其幸運的事情。「我相信在野生動物的雕塑裡，可以

隱約看見生活的縮影，[…]有一段時間，我來到了康沃爾郡(Cornwall)的博康諾克(Boconnoc)，專門攝影及拍

攝鹿隻。在小時候所生活的農地附近，我度過了一段溫暖快樂的時光。無論是姿態優雅抑或狂野、動態抑或靜

止，Mackie 總能透過雕刻刀，一一刻畫出背後的點滴。

Mackie的雕塑不僅是栩栩如生的藝術品，更傳遞了保護野生動物的重要訊息。「城市中塵囂不斷，我們似乎已經

習慣了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都市生活。因此，偶爾回歸自然總不失為一種樂趣，在遠離城鎮喧鬧的同時，也再

度重申大自然是我們的一切根源。」他總結道。

在大樓的大堂及地面的迷霧仙境 (Misty Garden) 內均擺放了Mackie的作品，歡迎各住戶蒞臨，一睹雕刻大師的

出色手藝。

Hamish Mackie的雕塑：https://hamishmackie.com/

「鹿」意盎然 
Hamish 
Mac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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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剔透磚

健身房內立著一幅精緻的玻璃磚牆，繽

紛的色彩在光線的襯托下相互交錯，

形成一道別有風味的風景。透明的玻璃

磚塊如水晶般剔透，晶瑩的玻璃面上透

著獨特的紋理。設計師以北極水晶牆作

為半透明底座，以棕色的煙熏石英拼砌

出「ATR」的字樣，可稱得上是 雨後

(ATR) 大樓的標誌之一。

藝術玻璃磚由Austral。Bricks和批發商 

Australian Company Brickworks（始於

1908年）聯合供應。他們是首家推出氣

候活性認證碳中和磚的澳大利亞公司，

一直以「以可持續的方式製造產品，兼

具治理、關愛社區的文化」作為宗旨，

成功將產品帶進你本土及國際市場。

威尼斯玻璃：

https://australbricks.com.au/nsw/

product/venetian-glass 

Brickworks 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https://www.brickworks.com.au/

sustainability

威尼斯
 剔透磚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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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ATR) 的各住宅單位都將收到一塊畫作《寧靜的時刻》

(The Serene Moment) 的拼圖。作品運用MixMedia科

技，揉合傳統繪畫與虛擬技術，記錄了 雨後 (ATR) 元宇

宙 (Metaverse) 的寧靜時刻，刻畫時間的流逝。在 雨後 

(ATR) 項目中，我們以先進的虛擬攝影機拍下約335幀照

片，寫實地捕捉每個細膩的瞬間，務求築起連接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橋樑。除卻拼圖本身，各單位還額外

獲贈虛擬的版本一份，作為藝術品的代幣（NFT）。

惟肖惟妙的作品背後，靈感來源更別有一番詩意。創作者梁嘉昊 (Desmond Leung) 與我們分享道：「我

冀望以虛擬世界，將雨後一刻的復甦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來：湖光氤氳，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映著模糊的倒

影，樹木叢生，青草豐茂…… 這些景象構成了完整的圖畫，無聲地展示了大自然的莊嚴、寧靜、神秘，

更見證了生命中的神聖一刻。」畫作與 雨後 (ATR) 相互呼應，彰顯其作為開放式元宇宙的價值所在，也

是我們未來一切故事的序章。在獨創的元宇宙中，我們將現實世界中一切精細的細節，如天氣變換、時

間的流逝等，一一納入元宇宙中，讓各位猶如置身真實世界中。無論是夕陽西下，抑或暴風疾雨，甚至

小動物不時亂竄的身影，都為 雨後 (ATR) 的元宇宙更添真實感，讓各位在 雨後 (ATR) 度過專屬自己的

時刻。

梁嘉昊

Photography © Egill Bjarki

靜謐時光 編織雨後童話

旭日東昇，初晨依始。

雅態妍姿，含苞待放。

燦燦金光點亮天幕，抹去烏雲迷霧；水光瀲灧

見林鹿 悠悠倒影照水中。 

白露流連花瓣間，

萬籟俱寂，生命孕育一瞬間。

梁嘉昊 (Desmond Leung) 是當代整體藝術家，寄望結合能量、自然、技術和正向

美學，創造一種嶄新的視覺語言。他致力研究整體藝術(Holistic Art)在表達宇宙無

垠統一的獨特手法，並為正念創造更多藝術空間。他的作品正在國際展覽或受藝

術委託展出，最近受大華銀行(UOB)委託，在Art Central 2022展出其互動式水墨

藝術裝置“The Bloom of Water Lilies”

梁嘉昊: http://www.desmondleu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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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好的藝術品能，帶領我們走出自己的世界進入藝術家的世

界。正如Slom說過，「它能告訴我們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

存在的感覺。」我們是透過融入其他人的文化塑造而成，因此

有幸看到和聽到他人的敘述，能讓我們活出真我，也能體會他

人的生活。藝術沒有界限或規則，就像我們的想像力一樣。藝

術，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其實是一種能闡述我們在浩瀚宇宙

中從哪裡和如何看待自己的表達方式；對生活中如此美好的事

物是沒有規限的。借助 After The Rain 的這些委約作品，我們

希望您在宏偉、精巧和狂野中得到啟發。

國知名街頭藝術家WRDSMTH熱愛寫作，並將

他的滿腔熱忱轉化為壁畫和可印刷品。他身在洛

杉磯，曾是一名文案創作者，因此文筆幹練，妙筆生輝的描寫更是

信手拈來。

在雨後（ATR）中，他摘錄自己標誌性的引語，並結合他獨特的打

字機字體和模板，巧妙地將寥寥字句轉換成一件藝術品。作品以再

造的木塊建構而成，在室內空間營造出自然質樸之美，當中的引語

內容更與啟蒙美感有關，兩者前呼後應。在線條交織的作品背後，

不僅傳遞了 雨後（ATR）積極正向的價值，更燃亮了生活中的滿心

希冀。

WRDSMTH: https://www.wrdsmth.com/

"Life is not 

about

waiting 

for the storm

to pass.

It's about

learning 

to dance

in the rain." 

WRDSMTH

醉心
藝術
河流

雨中
共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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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地產 影片製作團隊 —— 
李平山 Jimmy Lee/ 孫寶瑩 Judy Suen  

星星地產 項目工程師 ——
黃天洪 Tin Wong/陳卓嘉 

Coty Chan/文浩賢 Man Ho Yin

星星地產 內容創作者——
劉穎欣 Cherry Lau

雨後 (ATR) 巧妙將實用性與藝術融合，作為一

個藝術為本、富有創造力的人，我深受項目啟

發，並發現其魅力所在。

雨後 (ATR) 為高端住宅項目寫下全新章節，無論在設計、結構、抑或各種細節，都是大

眾讚不絕口的藝術品。

雨後 (ATR) 致力貫徹整潔、健康及環保的原則。團隊在

整個項目中力臻完美，從不走捷徑，並牢記使命，與施工

團隊緊密配合，孜孜不倦地築造大樓。在悉心打造的環境

中，我們寄望住戶得以感受 雨後 (ATR) 那抹清新氣息和

精益求精堅持。

見證 雨後 (ATR) 從構想到落成無疑浪

漫至極。整個項目兼具實用性與個性

風格，創意四處流露，如雨水般點綴

整個空間……一切都顯得別出心裁。

星星地產 文案創作 ——
陳秀鈞 Christy Chan

最後，我們不忘向 雨後 (ATR) 團隊獻上誠摯感謝，感激他們在整個項目中的出色貢獻及耕耘付出。他們

孜孜不倦的努力就如同淅淅瀝瀝的雨點，成就了整個宏偉工程，並為 雨後 (ATR) 項目譜寫出引人入勝的

章節。

在項目建構當中，我們分別採訪了 雨後 (ATR) 的設計師、工程師、創作者、和不同合作夥伴：在整個項

目中，最令人深刻/銘刻腦海中的部分是……

 星星地產 項目建築師 —— 李立人 Philip Lee

點滴背後 

雨後 (ATR) 無疑是一個變革性的項目，為住宅物業帶來煥然

一新的景象，不僅為業主一手打造時尚、人性化的家居，還

為一磚一瓦賦予多重意義，雨後(ATR) 背後的價值值得各位

偕同親朋好友共同探討，對社會長遠發展影響深遠。籌劃雨

後項目好比修讀雙學位課程，異常艱巨。

星星地產 創始人——
陳文輝 Joe Chan

星星地產韓國分部總裁 —— 
Pasha Yoo 鄭升現
雨後 (ATR) 致力提倡欣賞自然、活在當下、感受寧靜時刻，

並在生活中的小確幸中共享喜悅。 自始至終，我由衷享受整

個建構 雨後(ATR) 的過程，並樂於實現背後的價值。

雨後構想家

雨後 (ATR) 是星星地產第二個位於元朗的項目，與虹方 (The Rainbow) 只相距100米左右，見證著該地

區在時代變遷下的蛻變。雨後 (ATR) 的誕生為整個城區帶來全新景觀，融合社區原生的美態及歷史氣

息，譜寫出和諧的樂章。 在整個項目進程間，團隊不斷完善各項細節，務求締造最理想的用戶體驗，當

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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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 (ATR) 將“家”的概念延伸開

來，沒有單單局限於住宅之中。在

各個種類的公共區域中，不僅強調

了運動及健康的重要性，更融合

自然要素，讓思想、身體和靈魂

預留歇息空間，對於都市人而言至

關重要。

林德信 Alex Lam — 
知名演員、歌手、瑜伽導師

楊尚友 Christian Yang —
星級廚師、節目主持人兼製片人

誠摯感言

Henning Voss — 
Vivid Invest 共同創辦人
雨後 (ATR) 為住戶創造優質生活

環境，以健康和福祉為核心，透過

一系列的設施將住戶帶入高質生

活。從是次項目展望，美好的未來

指日可待。

雨後 (ATR) 在提高藝術、設計和生活水

平方面一直義不容辭，而社會各界有目共

睹。我堅信藝術及生活質量在生命中別具

意義，恰巧與雨後 (ATR) 的宗旨不謀而

合。期望他日 雨後 (ATR) 紮根香港、乃至

走遍全球的景況。

總承建商（聯力建築） —
宋子文 Soong Tsz Man

室內設計（M PLUS Limited）— 
李詠慈 Minako Lee

室內農場設計及顧問
（水耕細作科技(Farmacy）)
—麥嘉晉 Raymond Mak

我一向以用戶為本，並對打造舒

適空間頗感興趣。在投入雨後 

(ATR) 項目中，「舒適」可謂主

要的基調，也是園景設計努力不

懈追求的目標。

園景設計顧問（景藝設計）
— 林廣良 Ted Lam

總建築師（余鍊強建築工程師樓） — 
余鍊強 Gabriel Yu/ 蘇嘉兒 Carrie So

燈光設計顧問（Spectrum Design & 
Associates） — 莫偉強 Christopher Mok

專業意見

我們將延續使命，以不同形式在室內空間納入自

然元素，為建築增添無盡生機。嶄新的biophilic

設計將連結了自然與建築本身，也將空間劃分成

不同區域，倍添時尚氣息。

戶外農場設計及顧問
（綠色環控(GEC)） — 
陳均雨 Rain Chan
現有的數據及實驗信息促進系統的訂製及擴展，推動半開放

式農地的發展。農耕數據將成為整個農耕系統的參考指標，

精確度令人讚嘆。在 雨後 (ATR) 項目中，我們引進了這套先

進高效的農耕系統，實現「農業精確度」，為本地種下首粒

都市農耕的種子。

光不僅是一種自然要素，還增強了我們的

視覺感受力，也令各事物更吸睛，甚至將

整體生活環境昇華至另一個層次。我很榮

幸能夠參與是次項目，以熱人類的視角設

計燈光，營造一個既舒適、且具衝擊力的

空間。

項目為實用的公共空間增添幾分詩意，打造高效的多用途住宅。雨後 (ATR) 採

用革新的設計，如：視覺走廊、寬敞的內部空間和浮動軌，激發中想像力，挖

掘生活中的無限可能，讓我們一同遨遊於雨後的舒適中。

優質的材料優化整個施工過程，當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隨著項目逐漸成形，

我們也翹首以盼，期望將這件新時代的

藝術品盡收眼底。

雨後 (ATR) 項目採用了我們最新的都市農耕技術，致力

創造和諧、可持續發展綠色生活環境。在整個項目中，

室內水耕種植的技術由精確的數據驅動，確保蔬果新

鮮、安全，並保留營養。新鮮的食材得以穩定供應，早

已成為各位 雨後 (ATR) 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中也流露

了建築背後的那份關懷。

Richard Slom 李察·斯洛姆 — 
Shout Art 共同創辦人
在參與 雨後 (ATR) 的築造中，最有啟發性的

部分莫過於當中的匠心設計及獨特風格。雨

後 (ATR) 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帶出可持續發

展的特性，意義重大，敢於迎接挑戰。一切實

在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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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馥郁茶香飄  香檸清香淡

杯沿處裊裊白煙升起 

一如映襯在穹蒼下的雲絮

在湖藍色的天幕下自由地飄蕩

斜風細雨後 晨光透雲隙

藤製搖椅旭日中沐浴

一如隱沒在烏雲裏的曙光

在柔和的歲月中點燃新生的盼望

杯中茶水如鏡 映出悠然身影

雨露沾濕藤曼 無花果風中搖曳

棉麻窗簾沙沙作響

耳邊盡是清風溫柔的喃喃低語

陽光下 鋥亮的玻璃花瓶

勾勒出萬紫千紅的嬌媚

靜謐之間 花瓣飄落 

停駐手心中

抿一口甘醇茶湯

藏不住滿園春色

緩緩瞥向窗外 才覺嶄新的一天伊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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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初霽

我很榮幸能參與 雨後 (ATR) 項目，

將雕塑作品融入項目，成為都市與大

自然之間的紐帶。我也很享受與 雨後 

(ATR) 團隊合作，並期待有一天能親

臨建築，一睹風采。
Ross Dalton

— Villi USA 創始人
對Villi而言，我們秉持「一生一次」的設計理念，亦

不時迎來挑戰。因此，能參與 雨後 (ATR) 的建設可

謂獨一無二、引以為傲的體驗。整個項目橫跨了生活

環境的不同層面，營造平衡、自然的空間，為生活帶

來小點綴。

梁嘉昊 Desmond Leung — 
當代藝術家
雨後 (ATR) 這個項目為藝術創建了一個極

佳的平台，伸延無限的可能、創造力以及

自由。我希望通過這種全新的藝術形式、

表達和體驗，向觀眾傳達正念的信息。

Štěpán Gudev —
LASVIT, Silver Rain 
設計師

作為Sika-Design的品牌主理人，我很榮幸能參

與這個 雨後 (ATR) 項目，在這棟富有個性的建築

中展示旗下的傢俱。雨後 (ATR) 背後隱藏著一套

獨特的生活哲學，我堅信在未來的日子裡，這個

項目將沈浸在一片歡呼聲中。

激勵他人是我的座右銘，現在更成了

我和 雨後 (ATR) 的共同使命。我很高

興能在雨後（ATR）展出我的作品，

更期望日後這個先例得以延續... 

雨水滋潤大地，更迎來了嶄新的開始，見證著萬

物成長。對訪客或居民而言，大廳是一個重要的

地方。願 雨後 (ATR) 大廳內的「銀雨」能為各

位帶來一絲慰藉，並成為富足和財富的源泉。

Louise Andreasen —
Sika-Design行政總裁

WRDSMTH — 
美國洛杉磯街頭藝術家

Hamish Mackie — 
知名雕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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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N BRONZE

HAMISH MACKIE SCULPTURE

www.hamishmackie.com  •  hamish@hamishmackie.com  •  + 44 (0) 7971 028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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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daring spacial  
and lighting experiences.

lasv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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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熱線   6930 9299

發 展 項 目 名 稱 : 
After The Rain 

（ATR） 雨後|區
域：元 朗 | 街 道 名
稱 及 由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署 長
編 配 的 門 牌 數：
宏 業 西 街 2 1 號
| 賣 方 就 發 展 項

目 指 定 的 互 聯
網 網 站 的 網 址： 
www.aftertherain.
com.hk | 本廣告/
宣傳資料內載列的
相片、圖像、繪圖或
素描顯示純屬畫家
對有關發展項目之
想像。有關相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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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名稱: 達成置業有限公司(亦為擁有人及其控權公司為Canton Glory Limited, 海灣國際有限公司，Star Properties Group (BVI) Limited

及星星集團有限公司)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 余鍊強建築工程設計師之余鍊強(余鍊強為余鍊強建築工程設計師之董事)。發展項目的承建商: 

聯城建築有限公司。就發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出售而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的名稱: 羅文錦律師樓。已為發展項目的建造提供貸款

或已承諾為該項建造提供融資的認可機構的名稱:  恒生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集友銀行及富邦（香港）有限公司。 盡

賣方所知的該期的預計關鍵日期:  2023年12月31日。此預計關鍵日期是受到買賣合約所允許的任何延期所規限的。本廣告/宣傳資料來一切

資料，需以政府相關部門最後批准之圖則及法律文件為準。賣方保留一切權利，按實際情況需要作改動，而無需另行通知。本廣告由賣方或

在賣方的同意下發佈。詳情請參閱售樓說明書。本廣告之印製日期： 2022年_____________

像、繪圖或素描並
非按照比例繪畫及
或可能經過電腦修
飾處理。準買家如
欲了解發展項目的
詳情，請參閱售樓
說明書。賣方亦建
議 準 買 家 到 有 關
發 展 地 盤 作 實 地

考察，以對該展地
盤、其周邊地區環
境 及 附 近 的 公 共
設施有較佳了解。

雨後 (ATR) : www.aftertherain.com.hk
Star Properties : www.starproperties.com.hk

全書翻譯：崔曉敏、周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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