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日發佈

利東街呈獻冬日特備節目「Shine Like a Princess」
12 位迪士尼公主幻彩裝置 10 米高巨型聖誕樹閃亮登場
炫彩燈飾亮起 再合奏聖誕主題曲 置身迪士尼盛大舞會
譜出迪士尼冬日篇章 一同重拾善良與勇氣

(香港 – 2021 年 11 月 25 日) 今年聖誕，灣仔利東街將會化身璀璨閃亮大道，以迪士尼為主題
的炫彩燈飾派對由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 日將會盛大上演。利東街的中庭特別打造了一組 5
米高、以迪士尼公主為主題的 3D 幻彩裝置，配合 12 組公主的華麗燈飾，透過代表著堅貞的鑽
石，及每位公主獨有的魅力，一個個善良、愛與勇敢的故事，發放著滿滿正能量。每晚 5 時，
一眾炫彩燈飾會亮起，整條利東街將化成舞會現場，完美展現迪士尼公主們的迷人魅力！還有
10 米高的巨型聖誕樹，給您猶如童話故事的浪漫聖誕體驗。
而每晚 6 時至 10 時更會上演光影音樂騷，配以家傳戶曉的公主音樂劇主題曲及聖誕歌曲，以
視覺與聽覺令您置身於夢境中的聖誕，一同感受迪士尼的奇妙魔法世界！而除了聖誕光影音樂
盛會裝置之外，利東街將會打造集結美食、藝術、慈善的冬日聖誕村，記得帶同親朋好友、閏
密及伴侶們一同盛裝赴會，盡情喝采，將這個盛典氣氛推至高峰！

12 位迪士尼公主主題幻彩裝置瑰麗現身 聖誕音樂燈光匯演令人置身迪士尼奇妙世界
利東街的中庭將會有 1 組由 5 米高的巨型型幻彩裝置及 12 組公主燈飾，每組裝置正代表不同
迪士尼公主角色，包括溫柔善良、充滿好奇的睡公主 (Aurora)；正面樂觀、永不放棄的灰姑娘
(Cinderella)；善良率真、充滿愛心的白雪公主 (Snow White)；堅毅不屈、好動活潑的艾莉奧
(Ariel)；性格開朗、善良溫柔的貝兒 (Belle)；聰明伶俐、勇敢獨立的茉莉 (Jasmine)；勇敢堅強、
不怕挫折的花木蘭 (Mulan)；追求自由、充滿探險精神的梅莉達 (Merida)；時刻保持信念、無
畏無懼的樂佩 (Rapunzel)；勇於挑戰、無私奉獻的慕安娜 (Moana)；活潑好動、喜歡探險的寶
嘉康蒂 (Pocahontas) 及積極進取、有責任感的蒂安娜 (Tiana)。迪士尼公主的塑像剪影翩翩起
舞，讓我們重溫著一個個代表善良與勇氣的故事，於節日裡向大家發放正能量！
中庭更會有一棵 10 米高的巨型聖誕樹，絕對是打卡必到！而每晚 6 時至 10 時，每隔 20 分鐘
就會奏起家傳戶曉的迪士尼公主音樂劇主題曲，讓利東街的節日派對氣氛更加濃厚，配合華麗
的主題燈飾裝置，保證令大家驚喜連連，彷如置身迪士尼的奇妙世界中，粉絲們定必喜愛！
除了中庭外，沿街整條大道亦以 12 位公主的皇冠圖騰燈飾貫穿，向大家分享她們的追夢故事
及獨特個性，屆時將會成為華麗高貴的舞會場景，全城矚目。
驚喜豈止於晚上？於晴天白晝時段，利東街皇冠圖騰燈飾經過陽光折射後，型造出獨特的彩色
倒影，而於以下時段及位置，更會有最佳效果*！
時間

位置

9:45am – 10:15am

利東街中庭

10:30am – 11:30am 利東街近莊士敦道
1:00pm – 2:00pm

利東街近皇后大道東

*視乎當日天氣情況而定

活動期間，只需打卡上載照片至 Instagram 及 Facebook 時 hashtag #LTAXmas2021，即有機會贏
取香港寛頻 12 個月 Disney+及 1000M 家居寬頻服務計劃 (價值港幣 3,732 元)，詳情請留意利
東街社交媒體及網站。今年利東街更是香港設計中心 (HKDC) 舉辦的「設計營商周城區活動
2021」(BODW CityProg) 的活動夥伴，一同於佳節為社會帶來更美好的好設計和創新意念，讚
揚設計的精神。
參加閃亮公主派對 夢幻般的公主體驗
每個小女孩都有一個公主夢，穿上您的華麗公主服飾，12 月 4、11、18 及 25 至 27 日出席利
東街的公主派對並讚好利東街社交媒體專頁，即可享受專屬免費即影即有服務。另外於利東街
單次消費滿港幣 300 元，更可獲得精美禮品乙份。今年聖誕，齊齊化身成夢想中的公主，保證

讓小朋友畢生難忘！
暖心美食共度佳節慶典
利東街將會於 11 月 27-28 日、12 月 4-5、11-12、18- 19、24-27
日及 2022 年 1 月 1-2 日推出聖誕美食車，在冬日為各位送上暖
心小食，包括聖誕糖炒栗子及煨蕃薯，一同分享美食，感受濃
濃的聖誕氣氛。

特別加映浪漫飄雪迎聖誕
寒寒冬日，利東街更特別在 11 月 27-28 日、12 月 4-5、11-12、18- 26、30-31 日及 2022 年 1 月
1-2 日加映飄雪活動，在皚皚飄雪下，盡情感受冬日氣氛，讓大家有機會與摯愛及親友漫步在
雪花片片、閃亮動人的聖誕大街中，一同欣賞眼前如夢似幻的動人美景，絕對是拍照打卡熱點！
悠揚歌聲賀聖誕
利東街今年特別邀請了超過 15 間慈善及表演團隊，在 12 月
11、12、18、19、24 至 26 日，為我們送上唱頌聖詩及舞蹈等
表演，滋潤著我們的生命，增添聖誕喜悅。

願望成真基金迪士尼公主產品慈善義賣 「給希望」病童面對逆境
願望成真基金是全球最大幫助他人實現願望的機構，旨在為幫助 3
至 17 歲患有重病的兒童，透過願望成真的體驗，令他們充滿希望、
力量及快樂。今次得到華特迪士尼有限公司的無盡支持，以一眾家
傳戶曉，有著獨特個性的迪士尼公主作為靈感，設計了多款別出心
裁的紀念品於利東街作慈善義賣。包括「給力量」摺傘、
「給希望」
環保袋、
「給快樂」紀念金旗、星願首飾套裝等等。透過迪士尼公
主所展現出的善良、勇敢，令這些兒童在願望歷程中以正面樂觀的
態度，堅毅面對病情，助他們面對逆境。
發揮小朋友創意小宇宙 網上填色比賽贏取消費禮券
小粉絲可參與以聖誕為主題的網上填色比賽，屆時小朋友可發揮創意及小宇宙，透過色彩加創
意表達聖誕主題，而冠軍得獎者將會獲得利東街港幣 1,000 元現金消費禮券，萬勿錯過！詳情
請留意利東街社交媒體及網站。

利東街商戶聖誕期間限定迪士尼公主產品及聖誕購物獎賞
部份商戶亦提供了各式期間限定公主產品*及聖誕精選商品給顧客，當中包括：
•

Crêpe Delicious (Urban Cafe) 草莓花園 - 自家製草莓乳酪味可麗餅 (聖誕公主特別版) 、
特濃熱朱古力及熱泡沫咖啡 (聖誕公主特別版)

•

Flourish Flowers 雪白的童話

•

Hallmark 迪士尼公主可翻轉毛公仔、迪士尼公主透明玻璃杯、迪士尼美人魚水晶球及迪
士尼公主小毛毯

•

Nail Bar 聖誕節限定公主甲款
Pig Farmer 迪士尼公主晚安水晶球

•

*詳細聖誕消費優惠請參閱補充資料
推廣期內，顧客以即日電子貨幣單一消費每滿港幣$100 元可獲得冬日印章乙個，集齊 45 個印
章即可獲贈迪士尼公主系列角色珍藏卡乙套(共 12 張) 。利東街會員於利東街商戶以電子貨幣
消費滿港幣 1,000 元或港幣 1,800 元，帶同收據到客戶服務中心，更可換領高達港幣 200 元現
金折扣券；或憑指定消費尊享額外一小時免費泊車優惠。另外，即場追蹤利東街社交媒體並向
客戶服務大使出示即可獲贈精美年曆卡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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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eetungavenue
#leetungavenue #LTAchristmas2021 #ShineLikeAPrincess
-完此新聞稿由 Boxing Promotions Ltd.代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發放
如貴傳媒有任何查詢，請與我們聯絡：

Boxing Promotions Ltd.
Byron Chan
電話: 9673 6343 / 2369 6662
電郵: byronchan.boxing@gmail.com

Ric Tam
電話: 9773 3998 / 2369 6662
電郵: rictam.boxing@gmail.com

利東街「Shine Like a Princess」迪士尼公主聖誕燈飾展覽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時間：

中午 12 時至晚上 10 時 (下午 5 時亮燈)

地點：

沿利東街

聖誕音樂燈光匯演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時間：

下午 6 時至晚上 10 時 (每 20 分鐘)

地點：

中庭

閃亮公主派對
日期：

12 月 4、11、18 及 25 至 27 日

時間：

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

地庫 1 樓客戶服務中心

詳情：

讚好利東街社交媒體專頁即可享受專屬免費即影即有服務(1pm – 5pm)；憑即日單
一電子消費滿港幣 300 元，更可獲得精美禮品乙份。

聖誕美食傳暖意
日期：

11 月 27-28 日、12 月 4-5、11-12、18- 19、24-27 日及 2022 年 1 月 1-2 日

時間：

下午 3 時至 6 時

地點：

沿利東街

詳情：

聖誕美食車送上暖心小食，包括聖誕糖炒栗子及煨蕃薯，感受濃濃的聖誕氣氛。

冬日浪漫飄雪匯演
日期：

11 月 27-28 日、12 月 4-5、11-12、18- 26、30-31 日及 2022 年 1 月 1-2 日

時間：

下午 5 時、6 時及晚上 7 時

地點：

中庭

詳情：

加映飄雪活動，讓大家有機會與摯愛及親友漫步在雪花片片、閃亮動人的聖誕大
街中，一同欣賞眼前如夢似幻的動人美景，絕對是拍照打卡熱點！

悠揚歌聲賀聖誕
日期：

12 月 11、12、18、19、24 至 26 日

時間：

早上 11 時至晚上 6 時 30 分

地點：

中庭

詳情：

超過 15 間慈善及表演團隊送上唱頌聖詩及舞蹈等表演，增添聖誕喜悅。

願望成真基金迪士尼公主產品慈善義賣
日期：

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時間：

早上 10 時至晚上 10 時

地點：

利東街地庫 1 樓客戶服務中心

詳情：

願望成真基金得到華特迪士尼有限公司支持，設計了多款迪士尼公主紀念品於利
東街作慈善義賣，包括「給力量」摺傘、「給希望」環保袋、「給快樂」紀念金
旗、星願首飾套裝等。

精選主題商品及限定優惠
商戶名稱

店舖位置

商品

Benefit

G34B

Merry ‘N Precise
聖誕歡欣細緻眉筆
孖寶套裝(3 號色/4 號色)

Bose 期間限
定店

G35

優惠 1: 購物滿
港幣 1000 元即送 Bose 保
溫水瓶或運動袋
優惠 2: 凡購買 Bose
消噪耳塞即送無線充電座

Caskells
Whisky & Fine
Spirits

G38

CASKELLS 及
Hepburn’s Choice 品牌
威士忌高達 8 折優惠

Crêpe
Delicious
(Urban cafe)

G26 &
F26A

草莓花園 – 自家製草莓
乳酪味可麗餅
(聖誕公主特別版)

特濃熱朱古力及
熱泡沫咖啡
(聖誕公主特別版)
Cocolo Tokyo
Cake Factory

B36

4 個批禮盒裝
(3 個蘋果批+1 個指定批)

參考圖片

Flourish

B30

(供應期為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8 日，需 4 日前預
訂)

Flowers

Hallmark

雪白的童話

B05-06

迪士尼公主可翻轉毛公仔

迪士尼美人魚水晶球

Nail Bar

B11

聖誕節限定公主甲款

Passion

G11-12 &
F12A

Panettone Gugelhupf

Pig Farmer

B41

迪士尼公主晚安水晶球

G31 &

堂食單點消費滿港幣 200

F31A

元可免費獲贈石榴梳打特
飲

Sharon I

G08

指定首飾低至 85 折優惠

山手作

G09-10

鳥結酥 9 折優惠

PizzaExpress

THE ELEPHANT G36

洗剪吹、染髮及護理服務
全單 65 折優惠

Yoku Moku

G07

節日精選雜錦曲奇禮盒 26
件及節日雜錦曲奇豪華禮
盒 46 件買二送一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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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