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日發放

出奇歡樂皇東節
出奇歡樂皇東節 2012 今日揭幕
「鬼馬鐵人嘉年華
鬼馬鐵人嘉年華」
鐵人嘉年華」響頭炮
(香港 2012 年 11 月 3 日) 由合和實業有限公司附屬之合和物業代理有限公司主辦的第三屆
灣仔皇東節，於今日下午假灣仔合和中心露天廣場隆重揭幕。合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胡文新先生聯同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先生及「香港首席
鐵人」李致和先生一同主持開幕禮。本屆皇東節為期一連兩週末，旨在提倡環保、健康生活
以及社區共融。
胡文新先生表示：
「我深信，一個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每一個人都出一分力去推動。合
和希望通過皇東節，推動環保健康生活和社會共融，同時為地區帶來一個歡樂節慶。我希望
大家同往年一樣繼續玩得開心，感受灣仔的動人魅力。」
開幕禮後，皇東節頭炮節目「鬼馬鐵人賽」正式展開，13 隊公開組及學校組隊伍，一面以
自製環保物料創作的鬼馬服飾爭奪「最鬼馬服飾大獎」
，另一方面接受單車發電、划艇和虛
擬跑步遊戲之挑戰，競逐鬼馬鐵人三項冠軍。競技部份由有「香港首席鐵人」之稱的三項鐵
人運動員李致和先生擔任評判；至於鬼馬服飾的評判重任則由名 DJ 少爺占負責；頒獎嘉賓
則是合和實業執行董事王永霖先生。結果，今屆三項鐵人公開組冠軍由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2
隊奪得，學校組冠軍則由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B 隊奪得；另外「最鬼馬服飾大獎」同樣由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B 隊。

三項鐵人賽完結後，合和中心露天廣場隨即變身歡樂嘉年華，吸引很多遊人參與。免費互動
遊戲區設有射槍及投籃的遊戲，鬥智鬥力大受歡迎；大會又提供多款免費國際美饌，包括：
德國香腸、法式小食、新派美點及棉花糖等；另有樂隊現場演奏，為大家送上一個愉快的下
午。
嘉年華將於明天（
嘉年華將於明天（11 月 4 日，下午 2 – 5 時）繼續舉行，
繼續舉行，歡迎公眾
歡迎公眾參加
公眾參加，
參加，費用全免。
費用全免。
關於皇東節
第三屆皇東節以『出奇歡樂』爲主題，由 11 月 3 日開始至 11 月 11 日，一連兩個周末及周
日，舉辦兩個各有特色的大型活動-----「鬼馬鐵人嘉年華」 及「嚐酒尋藝在皇東」
，除了吸
引許多灣仔區居民外，亦有不少區外市民及遊客專誠蒞臨參與，場面熱鬧。
灣仔南近年有不少新穎建築落成，吸引大批年輕專業人士居住及到來消費，皇后大道東亦成
為傳統地道文化與時尚品味共融之地。合和實業多年來見證皇后大道東的蛻變，為了令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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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客認識灣仔區新舊交融、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性，特意於合和中心露天廣場舉辦皇東節
2012，透過兩項大型活動讓大家體驗新皇東魅力。

皇東節網頁：
皇東節網頁：www.qre.com.hk

下週預告 - 「嚐酒尋藝之旅」
嚐酒尋藝之旅」(Discovery Walk)
皇東節壓軸節目「嚐酒尋藝之旅」將於下周末 11 月 10 至 11 日舉行。屆時，將有著名食評
家紀曉華先生帶領「星級導賞團」，更有香港專業品酒師協會主席周國明先生助陣，歡迎傳
媒採訪。活動收益在扣除必要開支後，將撥捐「香港設計大使」。

而合和中心露天廣場將會變身成法式藝術街，劉有權及多位本地藝術家展示作品，密切留意
下星期更多關於活動的詳情！

送出 10 個「星級導賞團」
星級導賞團」名額 跟紀曉華灣仔美酒行
日期：2012 年 11 月 10 日 （下午 2 時半至 3 時）
參加辦法：
「嚐酒尋藝之旅」(Discovery Walk) 持票人士當中，頭 10 位於合和中心露天廣場
登記的，即可免費參加。
路線：合和中心（皇后大道東）→藍屋（石水渠街）→船街→The Pawn（莊士敦道）

「嚐酒尋藝之旅」
嚐酒尋藝之旅」購票詳情：
購票詳情：
日期：2012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3 時至 6 時）
票價：HK$199（十人以上可享有 8 折）
購票地點：灣仔合和中心 3 樓 DYMOCKS 書店
網上訂票：www.timeout.com.hk/discoverywalkonqre
查詢電話：3583 5678

免費品酒班
免費品酒班 - 請即登記
香港專業品酒師協會與你一起品嚐皇后大道東上的美酒佳釀，享受酒酌真樂趣！
日期：2012 年 11 月 10 日及 11 日
時間：下午 3 時至 3 時 30 分
地點：合和中心地下露天廣場
登記：請到皇東節網頁（http://www.qre.com.hk）填妥個人資料
名額：20（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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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奇歡
出奇歡樂皇東節 2012 活動詳情
活動詳情：
詳情：
活動
日期／
日期／時間／
時間／地點
鬼馬鐵人嘉年華開
11 月 3 日
鬼馬鐵人嘉年華開
幕禮
(下午 1:30-2 時)
地點：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
中心地下露天廣場






內容





開幕禮
「香港首席鐵人」李致和先
生分享三項鐵人運動員經
驗
著名唱片騎師少爺占分享
扮野鬼馬心得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胡文新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
生
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先生
「香港首席鐵人」李致和先生
著名唱片騎師少爺占

鬼馬鐵人賽
鬼馬鐵人賽

11 月 3 日
(下午 2-3 時)



身穿環保鬼馬服飾的參賽
隊伍，通過 3 項測試，包
括：划艇、踏單車發電機及
虛礙跑步遊戲，競逐三項鐵
人美譽。

嘉年華

11 月 3 日 (下午 3-5 時)



嘉年華會有互動遊戲、免費
試食試飲、現場樂隊演奏、
小丑表演等，費用全免。



起步禮後，紀曉華先生及周
國明先生將帶領星級導賞
團，遊走皇東推介地點，頭
十位持「嚐酒尋藝之旅」
(Discovery Walk)門券人士
於合和中心露天廣場首先
登記，即可免費參加，歡迎
傳媒採訪。

11 月 4 日(下午 2-5 時)
地點：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
中心地下露天廣場

嚐酒尋藝在皇東
起步禮

11 月 10 日(下午 2-3 時)
嘉賓：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先
生、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
先生、著名食評家紀曉華先生、香
港專業品酒協會主席周國明先生、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永霖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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嚐酒尋藝在皇東

11 月 10 日
皇東藝坊 (下午 2- 6 時)
嚐酒尋藝之旅 (下午 3- 6 時)



11 月 11 日
皇東藝坊 (下午 2- 6 時)


大家可邊品嚐美酒小吃，
一邊訪尋灣仔皇后大道東
上特色食肆、店舖、畫廊
和歷史建築等；現場更設
有免費品酒班。
合和中心露天廣場化身為
法式藝術街，本港著名雕
塑家劉有權先生及多位本
地藝術家展示作品，更有
音樂表演、免費品酒班及
公眾展藝創作。

今日活動圖片已放在電郵附件，圖片說明如下﹕
QRE20121103a﹕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合和實業董事總經理胡文新先生、灣仔區議會主席孫啟昌
先生和前三項鐵人運動員李致和先生合力踩單車發電，照亮身後巨型電芯，正式為第三屆皇
東節揭幕。
QRE20121103b1-3
13 隊公開組及學校組隊伍，一面以自製環保物料創作的鬼馬服飾爭奪「最鬼馬服飾大獎」，
另一方面接受單車發電、划艇和虛擬跑步遊戲之挑戰，競逐鬼馬鐵人三項冠軍。
QRE20121103c﹕
今屆鬼馬三項鐵人公開組冠軍由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2 隊(左一至三)奪得，學校組冠軍則由明
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 B 隊(右七至九)奪得。由合和實業執行董事王永霖先生(左五)、「香港
首席鐵人」李致和先生(左四)、及名 DJ 少爺占(左六)負責頒獎。
QRE20121103d1-4
嘉年華中的互動遊戲區，鬥智鬥力大受大人小孩歡迎；另有樂隊現場演奏，為大家送上一個
愉快的下午。
此新聞稿由亞聯政經顧問有限公司代合和物業代理有限公司發放。如欲垂詢，請聯絡：
合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市務及傳訊高級經理 Miss Cecilia Wong
電話： 2863 2526
電郵： ceciliawong@hhlmail.com
或：亞聯政經顧問有限公司顧問林建盈女士 Miss Gloria Lam
電話： 2508 3600
電郵： glorialam@asianet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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