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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0ajjv4f7sla700a/AADyhq9TbPhPDHtaWXYVzUGsa?dl

=0) 
 

CA19/2018       
新聞發布 

 

昂坪 360 呈獻第二屆「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  籌得善款將全數捐予香港小童群益會    

天壇大佛首次開放予參加者進行千人赤腳跑樓梯  

參加者免費乘搭纜車從高處俯瞰港珠澳大橋美景 

 

（香港，2018 年 11 月 6 日）昂坪 360 作為香港的重要旅遊景點，除了為本地及海外賓客提供全

方位的感官旅遊體驗，亦致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回饋社會。昂坪 360 將於 2019 年 1 月 13

日舉辦第二屆纜車慈善籌款活動 - 「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參加者當日會在體驗「世界十大

纜車之旅」的同時，進行一系列歷奇及競跑挑戰，當中包括赤腳跑天壇大佛樓梯、蒙上眼睛在纜

車上自拍等。活動籌得款項將全數捐予香港小童群益會，除為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出一分

力外，亦致力回饋社會。 

 

360 愛分享大使義工隊暨慈善籌款活動策劃人、昂坪 360 公司事務總管劉淑儀小姐表示：「昂坪

360 作為紮根大嶼山的旅遊景點，除了為賓客帶來獨特的纜車旅遊體驗，亦一直致力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社會上越來越多機構舉辦注重身心健康的活動，而香港人越來越嚮往深度旅遊，亦喜愛

尋幽探秘。昂坪 360 致力推廣綠色旅遊，讓賓客體驗大嶼山的自然風景。參加者屆時除了可欣賞

到纜車旅程中沿途的風光外，特別是可從高處俯瞰剛落成的港珠澳大橋。期間更可與家人、朋友

到心經簡林及昂坪一帶進行一系列歷奇挑戰。在遠離繁囂的地方跟身邊摯愛互相協作，加深彼此

了解，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劉小姐希望是次活動所籌得的善款能幫助更多年青人：「去年

的蒙眼纜車活動著重參加者的感官體驗，是次活動加入新元素，希望令參加者身心靈都得到正向

鼓勵，學習健康人生，繼而關注自己、身邊朋友，甚至是社會上年青人的精神健康問題。」 

 
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生表示：「香港小童群益會很榮幸成為『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的

受惠機構，機構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讓大眾理解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去年，本會在學

校、外展社工、輔導中心等單位，合共為接近 15,000 名服務對象提供輔導個案服務，其中超過三

分一(36%)主要問題界定為與『精神健康』相關，情況令人憂慮。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今次活動

籌得的款項，提供更多提升兒童及青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的服務。期望公眾能夠熱烈參與，一

方面與身邊摯愛享受多姿多采的活動，同時亦身體力行，在社會上支持有精神健康困擾的人士，

特別是有這方面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朋友。」 

 

著名填詞人梁栢堅先生及小巨肺 Celine譚芷昀義務為活動創作主題曲 

 

為秉承昂坪 360 的創意和支持跨界別合作的精神，公司與市場策劃公司 Tricyco 攜手合作，由

Tricyco 創意總監、本港著名填詞人梁栢堅先生，義務為天才小歌手 Celine Tam 譚芷昀小妹妹

創作的新歌填上新詞，成為「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的主題曲，再由 Celine 妹妹獻唱，為

活動增添動力和意義。梁栢堅先生直言對有份參與是次饒富意義的合作感到興奮：「音樂和慈善關

係密不可分，就似 1985 年的 Live Aid 演唱會，觸動無數人，我都希望以音樂憾動人心的功能，

令人充實心靈。」Celine 妹妹亦很期待為大家獻唱「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的主題曲：「今

https://www.dropbox.com/sh/0ajjv4f7sla700a/AADyhq9TbPhPDHtaWXYVzUGs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0ajjv4f7sla700a/AADyhq9TbPhPDHtaWXYVzUGs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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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我在熹熹哥哥（趙增熹）指導下第一次自己作曲，這首歌我自己也填好了英文歌詞，多謝

Eric 哥哥（梁栢堅）幫忙填上別具意義的中文歌詞，希望這首歌能為大家帶來愉快的心情。」 

 
姚潔貞、陳家豪及陳嘉倩率先試玩 

 

多項香港長跑紀錄保持者兼 2016 巴西奧運馬拉松代表姚潔貞

與丈夫香港田徑隊教練陳家豪日前率先試玩「蒙眼纜車『心

導』挑戰賽」，並拍攝了兩輯短片教授家長跟小朋友跑步及赤

腳跑樓梯時應該注意的事項。姚潔貞表示：「跑步能鍛鍊小朋

友的意志，赤腳跑樓梯更可以提升孩子的趣味性及新鮮感。這

堂心智課可使孩子日後在為人處事中，不容易半途而廢，學習

迎難而上。是次比賽極具意義，希望昂坪 360 往後能繼續舉辦

同類型的活動，讓我的孩子在懂事後可帶她一同參與。」 

 
前新聞主播陳嘉倩早前亦跟好友組成閨蜜隊，體驗「蒙眼纜車

『心導』挑戰賽」，她大呼活動好玩過癮：「平日要兼顧工作及

讀書，忙得不可開交，甚少時間跟好友相聚。跟好友參與是次

活動的 2 人隊制公開組能測試大家的閨蜜指數，從中建立彼此

信任及可以更了解對方。此外，路線包含了多個風景怡人的位置，從乘搭纜車開始，我跟好友已

相機不離手，再急不及待地放上社交媒體跟好友開心 Share，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天，同時又可

為籌款活動出力，十分有意義!」嘉倩自言最難忘的關卡是赤腳跑樓梯：「我從未試過赤腳在街上

行走，今次更要挑戰赤腳跑上 268 級樓梯，確是一大挑戰。幸好，途中能跟好友互相扶持，一起

跑上終點，很有成功感。」 

 

港珠澳大橋開通   到訪昂坪 360 的內地賓客人數大幅上升 

 

繼廣深港高鐵於上月啟用後，港珠澳大橋亦已於 10 月底開通，昂坪 360 致力加強推廣以兩大基

建為主軸，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嶼山旅遊體驗，積極吸引澳門及廣東省的賓客到訪。昂坪 360

公司事務總管劉淑儀小姐表示：「自港珠澳大橋開通後，10 月 24 日至 11 月 4 日的賓客人數比去

年同期上升了約 15%，而來自內地的賓客更較去年同期上升了一倍，成績令人鼓舞。在該段期

間，國內旅客中有 70%透過旅行社預訂，當中 4 成多為旅行團，旅行團客量較去年同期上升了約

4 倍。為保持優質的服務，在我們每日的預訂配額內已分別分配予團體及現場購票的賓客，盡量

避免團體賓客集中在同一時段到訪。而在賓客現場換領纜車車票時，我們就現場實際情況作分流

的安排，同時，我們亦備有電子排隊服務於適時提供予即場購票的賓客，另亦設等候區予已預訂

團體票的賓客。」 

 

 
關於昂坪 360 

 

昂坪 360 為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是一個位於大嶼山並結合大自然景觀和文化探索的旅遊新體驗。昂坪纜 

車的總長度為 5.7 公里，主要來往東涌和昂坪。賓客抵達昂坪巿集後可參觀具文化特色的主題建築群，同 

時可到訪市集內提供的多項精彩餐飲、購物和娛樂設施，繼而體驗設於市集內的特色主題景點，包括

「360VR 體驗館」、「360 舞臺」、「360 動感影院」及「與佛同行」。  

 

昂坪纜車是世界少數的雙纜索循環纜車系統，也是亞洲最大型的架空雙纜索纜車系統。旅客可在約 25 分鐘 

的纜車旅程中欣賞北大嶼郊野公園的自然生態、東涌灣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遼闊美景。 

 

昂坪纜車體驗和大澳文化深度遊的行程，連同天壇大佛及寶蓮禪寺一併獲 TripAdvisor 於 2018 年「旅客之

選 – 最佳旅遊體驗」選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體驗」第二名，同時亦是「世界廿五大最佳旅遊體驗」之

一，同年更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8 卓越獎」。昂坪 360 又在 2017 年獲《今日美國報》評為「世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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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纜車」之一。此外，公司又於 2015 年榮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 (CNN) 譽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旅

程」之一。2014 年，昂坪 360 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運輸物流卓越大獎 2013 – 企業大獎」，也在同

年躋身英國電訊報旅遊網「世界十大驚喜纜車之旅」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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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  活動內容 

 
天壇大佛首次開放予參加者進行千人赤腳跑樓梯  

 
去年的蒙眼纜車活動是參加者蒙著雙眼，用身

體其他感官去感受纜車旅程中沿途風光。今次

的活動則會加入新元素，需要參加者之間互相

合作，希望參加者在過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對方，與家人、朋友在過程中互相支援及扶

持，跨越每一個難關。作為活動支持機構的寶

蓮禪寺將會首次開放天壇大佛的樓梯予參加者

進行千人赤腳跑，讓參加者在寒冷天氣下，與

家人或朋友互相扶持、克服困難，攜手跑上頂

峰。 

 

加入多個蒙眼歷奇環節   走遍昂坪 360、心經簡林及昂坪一帶 

 
為了增加活動的趣味性及團隊合作精神，參加者需蒙上雙眼，在纜車上互相貼上紋身貼紙，其後

用雙手合作砌成相框，跟從指示將在纜車旅途中觀賞到的大型基建或自然環境放入相框內，再將

自拍照上載至社交媒體。 

來到昂坪市集，參加者需要進行多項計時挑戰，以爭奪公開組及親子組的各個獎項。挑戰包括蒙

眼扭扭樂 (只限親子組)、蒙眼 Lean Walk (只限公開組) 及「開心有 Say」(在心經簡林大聲喊出

開心事，工作人員會量度聲音分貝，達到指定分貝方可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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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免費乘搭纜車從高處俯瞰港珠澳大橋美景 

 

活動將於 2019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8:30 – 

下 午 12:30 舉 行 ， 市 民 可 於 即 日 起 登 上

https://www.bccc.org.hk/tc/reg 直接向香港小

童群益會報名參加，6 公里「2 人隊制公開組」的最

低籌款額為港幣 539 元，而 4 公里「1 大 1 細親子

組」的最低籌款額則為港幣 409 元。適逢港珠澳大

橋於上月底開通，每位參加者均可免費乘搭昂坪纜

車 (標準車廂) ，在纜車上高處俯瞰港珠澳大橋美

景。活動只此一天，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https://www.bccc.org.hk/tc/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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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價目表及獎品 

 

 公開組 親子組 

比賽形式 6 公里歷奇及競跑計時賽 

（2 至 3 人一組） 

4 公里歷奇及競跑計時賽 

（2 至 4 人一組） 

最低籌款額 兩名參加: HK$539 

額外一名參加者: HK$270 

 

一名成人及一名兒童或青少年 : HK$409 

額外一名 3 至 11 歲兒童: HK$139 

額外一名 12 歲或以上青少年或成人: 

HK$270 

 

 公開組 親子組 

冠軍 每組各得: 

昂坪 360 水晶車廂來回纜車門票 4 張 (價值$1,260) 

鴻星集團旗下大都准揚高級食府現金券(價值$1,0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藝館高級法國菜現金券(價值$1,000) 

Board Game (價值$500) 

獎座一個 

 

總值: HK$3,760 

亞軍 每組各得: 

昂坪 360 水晶車廂來回纜車門票 3 張 (價值$945) 

鴻星集團旗下大都准揚高級食府現金券(價值$8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藝館高級法國菜現金券(價值$800) 

Board Game (價值$350) 

獎座一個 

 

總值: HK$2,890 

季軍 每組各得: 

昂坪 360 標準車廂來回纜車門票 3 張 (價值$705) 

鴻星集團旗下大都准揚高級食府現金券(價值$5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藝館高級法國菜現金券(價值$500) 

Board Game (價值$200) 

獎座一個 

 

總值: HK$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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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左起) 前新聞主播陳嘉倩小姐、多項香港長跑紀錄保持者姚潔貞小姐、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

健雄先生、昂坪 360 公司事務總管劉淑儀小姐、Tricyco 創作總監梁栢堅先生、Tricyco 營運總監

林思維先生、Tricyco 項目總監丁峰先生合照。 

 

 

 
昂坪 360 公司事務總管劉淑儀小姐講解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的構思、理念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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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生講解「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項目及善款的用途。 

 

 
多項香港長跑紀錄保持者姚潔貞小姐分享赤腳跑樓梯心得及練習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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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聞主播陳嘉倩小姐分享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的試玩感受。 

 

 
香港小童群益會服務總監陳永健先生與康復者林小姐分享其從抑鬱症康復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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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贊助機構和記隆有限公司董事助理陳翠羽小姐、松藝館主廚張錦祥先生、鴻星集團占高級

品質監控及提昇經理郭雅詩小姐、前新聞主播陳嘉倩小姐、多項香港長跑紀錄保持者姚潔貞小

姐、360 愛分享大使義工隊暨慈善籌款活動策劃人劉淑儀小姐、香港小童群益會總幹事陳健雄先

生、昂坪 360 公司事務總管劉淑儀小姐、Tricyco 創作總監梁栢堅先生、Tricyco 營運總監林思維

先生、Tricyco 項目總監丁峰先生、Circle Communication 迎創辨人伍世康先生、香港太平洋

獅子會創會會長顧明仁博士與一眾小公主舞蹈學院的小朋友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