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佈

「利東街」聯乘「二十世紀福斯影片」2017 壓軸華麗大電影《大娛樂家》
帶領走入想像的國度 締造獨特「奇幻聖誕娛樂夜」
白色飄雪再現「利東街」 奇幻光影點綴聖誕

圖片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UcXlmbxTedkd4q81ZrnP_vMP_-DPehN
【香港－2017 年 11 月 28 日】今年聖誕「利東街」首次與「二十世紀福斯影片」攜手打造
「奇幻聖誕娛樂夜」，將 12 月壓軸人生華麗大冒險電影《大娛樂家》帶到「利東街」，打造
成一個色彩繽紛的華麗舞台。街上掛滿漫天星雨燈飾外，於中庭更有一棵高達 13 米的聖誕樹
裝置，特別為熱愛自拍的朋友而設的奇幻光影聖誕樹屋佈滿鏡片和閃爍燈飾，彼此相互映照，
恍如置身漫天繁星的幻境當中。此外，「利東街」更準備了連串精彩活動以慶祝佳節，浪漫的
聖誕飄雪匯演亦會再現「利東街」，還有《大娛樂家》造型角色會面、聖誕美食窩心分享等，
定必成為一家大小或情侶打卡自拍熱點。

演活《大娛樂家》 打造一個滿載娛樂色彩的大舞台
將於 12 月 21 日上映的《大娛樂家》由金球影帝曉治積曼主演，繼《孤星淚》和《盧根》再
度脫胎換骨，演活「魔幻表演劇團」之父巴林（PT Barnum）的真人真事發跡傳奇。「利東
街」首次夥拍「二十世紀福斯影片」，以《大娛樂家》作為聖誕主題為大眾呈獻一個與別不同
的聖誕節。一眾舞蹈員更會把《大娛樂家》電影原聲音樂劇中的歌舞帶到「利東街」，和大家
分享聖誕喜悅。除了於皇后大道東入口處展示了《大娛樂家》5 位主演的電影戲服，包括曉治
積曼、《斷背山》金球影后米雪威廉絲、《歌舞青春》碩克艾佛朗、《蜘蛛俠：強勢回歸》辛
蒂亞及《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莉碧嘉費格遜，並配合現場全港獨家於利東街展示的《大娛
樂家》360 虛擬實景體驗裝置去觀賞其電影花絮，讓大家瞬間置身電影片場與主角會面。打扮
成《大娛樂家》角色的模特兒更會於指定日子在利東街出現，與市民見面合照。電影主角 - 巴
林於戲中一直提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利東街」為才藝出眾、有志向投身演藝的表
演者設置三個小型舞台，幫助他們完成登台夢，一展所長！
電影預告：https://youtu.be/C7B8JTDhpbw
電影資料下載：http://bit.ly/2iYdLPe

走進「奇幻光影聖誕樹」 拍下屬於你們的難忘一刻
「利東街」一向致力為市民、旅客帶來精彩的節日聚點，今年聖誕整條林蔭步行街的上空懸掛
一串串的星雨，營造出一條浪漫星河。在中庭位置擺放了一棵約 13 米高的巨型聖誕樹裝置，
樹屋內璀璨燈飾啟發自《大娛樂家》其中一個場景，閃爍燈飾與鏡片相互映照，頓時可感受星
光滿佈的場景。
是次活動獲得「美圖香港」支持，將提供自拍攝影器材 — 全新美圖 T8s 手機及相片打印服務
供大眾免費使用，T8s 的前置雙鏡頭均配備 1.4μm 大感光像素，對環境光進行演算法分析，同
時智能調整過曝或者欠曝的光線，保證美顏效果及保留更多細節令照片層次更豐富，讓市民在
「奇幻光影聖誕樹」內，輕鬆拍出細緻的美圖，大家還可上載其相片到 Instagram 並 Hashtag
#meituT8s 及 #ltaxmas 後即時打印相片，永遠保存每個美麗時刻。

經典飄雪匯演再現「利東街」 體驗浪漫初雪情懷
去年「利東街」舉辦的「飄雪匯演」深受喜愛，今年「經典聖誕飄雪匯演」載譽歸來，讓市民
與摯愛親友在「利東街」上享受多國餐廳提供的聖誕節大餐之餘，又可漫遊於燈火璀璨的大
街，於雪花片片的街道裡欣賞醉人的燈飾美景。

顧客可參加「利東街」X「美圖香港」攝影比賽，利用美圖秀秀的動態濾鏡「Bling」於飄雪匯
演期間拍照，上載其相片到 Instagram 並 Hashtag #meitu 及 #ltaxmas 便可參加，最富聖誕氣氛
的相片得勝者將可獲得美圖 T8s 手機一部。

聖誕氣氛洋溢「利東街」 聖誕購物獎賞
「利東街」將會在指定日子為大家送上精美小食或聖誕小禮物。同時，部分商戶亦提供了各式
各樣的聖誕消費優惠予顧客，當中包括 Phd Vision, Florté , GaZ Accessories 等。而在指定日子地
庫一樓將會舉行聖誕市集，各參與商戶均會展出不同種類及特色的商品，以方便市民選購聖誕
禮物，為摯愛送上祝福。
顧客購物滿港幣 2,000 元，帶同收據到客戶服務中心，即可換領《大娛樂家》尊貴特別場（指
定場次）門票兩張。而推廣期內之最高消費金額的頭十位顧客可獲得「利東街」特別呈獻聖誕
禮物籃一份，價值港幣 5,000 元。

與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合作 聖誕服裝設計比賽培養環保意識
「利東街」將聯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 合作舉辦環保聖誕服裝設計比賽，讓一眾 THEi
時裝設計學系學生發揮設計才華，並從中學習環境保護意識。入圍參賽者將於 12 月 26 日把
作品以巡遊形式展示，讓大家欣賞其創意作品，與眾同樂。

香港救助兒童會 X 施德樓 聖誕毛衣日添暖意
為支持香港救助兒童會聖誕毛衣日，市民可到施德樓換取小毛衣畫卡，即場填上斑斕顏色為聖
誕節增添暖意！

經典聖誕飄雪匯演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6-17、23-25 及 31 日

時間：

下午 3 時正至 3 時 10 分、下午 6 時正至 6 時 10 分及晚上 8 時正至 8 時 10
分

地點：

灣仔「利東街」中庭

活動內容：

經典飄雪匯演再現「利東街」，感受最動人的白色聖誕。

奇幻光影聖誕樹裝置

日期：

2017 年 12 月 1-3、8-10、15-17、22-26 及 29-31 日

時間：

下午 1 時正至晚上 9 時正

地點：

灣仔「利東街」中庭

活動內容：

走入佈滿鏡片和閃爍燈飾的「奇幻光影聖誕樹」樹屋，頓時可感受星光滿
佈的場景。

《大娛樂家》舞蹈表演

日期：

2017 年 12 月 24-25 及 31 日

時間：

24 日︰下午 3 時 15 分至 4 時正
25 日︰下午 6 時 15 分至 7 時正
31 日︰下午 6 時 15 分至 7 時正

地點：

灣仔「利東街」中庭

活動內容：

一眾舞蹈員把電影《大娛樂家》原聲音樂劇中的歌舞帶到「利東街」，和
大家分享聖誕喜悅。

《大娛樂家》戲服展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8 年 1 月 8 日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晚上 10 時正

地點：

灣仔「利東街」皇后大道東入口

活動內容：

5 件《大娛樂家》的電影戲服將獨家於「利東街」展出供公眾拍照，並配合
現場 360 虛擬實景體驗裝置去觀賞其電影花絮 (只獨家供「利東街」觀賞)，
讓大家瞬間置身電影片場與主角會面。

歌詠同慶賀聖誕

日期：

2017 年 12 月 3、6、9-10、15-17 及 22-24 日

地點：

灣仔「利東街」中庭主舞台

活動內容：

不同團體將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唱頌聖詩，與大家普天同慶。

聖誕購物獎賞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上午 10 時正至晚上 10 時正

換領地點：

「利東街」地庫商場一樓客戶服務中心

換領方法：

消費滿港幣 2,000 元#，即可換領《大娛樂家》尊貴特別場（指定場次）門
票兩張。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於推廣期內，已登記之累積消費金額最高的頭 10 位顧客將可獲得聖誕禮物
籃一份，價值港幣 5,000 元。
#換領憑最多四間「利東街」商戶發出之即日有效電子消費機印發票連同付
款存根。

聖誕禮物市集

日期：

2017 年 12 月 9-10、16-17、23-25 日

時間：

中午 12 時正至晚上 8 時正

地點：

灣仔「利東街」地庫商場一樓

活動內容：

各參與商戶將會在地庫設置聖誕禮物專區，提供聖誕禮物的選擇。

圖片分享 :

今個聖誕破天荒與「二十世紀福斯影片」攜手

中庭有一棵高達 13 米的「奇幻光影聖誕樹」，閃

打造「奇幻聖誕娛樂夜」，將 12 月壓軸人生華

爍燈飾與鏡片相互映照，頓時可感受星光滿佈的

麗大冒險電影《大娛樂家》帶到「利東街」，

場景幻境此外，浪漫的聖誕飄雪匯演亦會再現

打造成一個色彩繽紛的華麗舞台。街上掛滿漫

「利東街」。

天星雨燈飾。

影星曉治積曼(Hugh Jackman)的電影戲服將展示於
「利東街」，並配合現場《大娛樂家》360 虛擬實
景體驗裝置去觀賞其電影花絮。
《大娛樂家》電影海報

活動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www.leetungavenue.com.hk/en/happenings/detail/The-

Greatest-Christmas-Show/
–完–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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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界權威大獎 MIPIM Asia Awards 2016「最
佳零售發展」金獎、市務業界權威雜誌 Marketing Magazine 主辦的年度「卓越公關大
獎」中的「年度最佳宣傳方案」金獎等。
「利東街」網站：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
此新聞稿由奧貝思廣告有限公司(OBC) 及 C3 Project Management Ltd.(C3) 代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
司發放。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奧貝思廣告有限公司(OBC) 及 C3 Project Management Ltd.(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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