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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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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CA19/2018       
新闻发布 

 

昂坪360 呈献第二届「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筹得善款将全数捐予香港小童群益会 

天坛大佛首次开放予参加者进行千人赤脚跑楼梯 

参加者免费乘搭缆车从高处俯瞰港珠澳大桥美景 

 

(香港,2018 年 11 月 6 日)昂坪 360 作为香港的重要旅游景点,除了为本地及海外宾客提供全方位

的感官旅游体验,亦致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 昂坪 360 将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举办

第二届缆车慈善筹款活动 - 「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 参加者当日会在体验「世界十大缆车

之旅」的同时,进行一系列历奇及竞跑挑战,当中包括赤脚跑天坛大佛楼梯、蒙上眼睛在缆车上自

拍等。 活动筹得款项将全数捐予香港小童群益会,除为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出一分力外,亦

致强制反馈社会。 

 

360 爱分享大使义工队暨慈善筹款活动策划人、昂坪 360 公司事务总管刘淑仪小姐表示:「昂坪

360 作为扎根大屿山的旅游景点,除了为宾客带来独特的缆车旅游体验,亦一直致力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 社会上越来越多机构举办注重身心健康的活动,而香港人越来越向往深度旅游,亦喜爱寻幽探

秘。 昂坪 360 致力推广绿色旅游,让宾客体验大屿山的自然风景。 参加者届时除了可欣赏到缆车

旅程中沿途的风光外,特别是可从高处俯瞰刚落成的港珠澳大桥。 期间更可与家人、朋友到心经

简林及昂坪一带进行一系列历奇挑战。 在远离繁嚣的地方跟身边挚爱互相协作,加深彼此了解,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刘小姐希望是次活动所筹得的善款能帮助更多年青人:「去年的蒙眼

缆车活动着重参加者的感官体验,是次活动加入新元素,希望令参加者身心灵都得到正向鼓励,学习

健康人生,继而关注自己、身边朋友,甚至是社会上年青人的精神健康问题。 」 

 

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陈健雄先生表示:「香港小童群益会很荣幸成为『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的

受惠机构,机构希望透过这项活动,让大众理解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重要。 去年,本会在学校、

外展社工、辅导中心等单位,合共为接近 15,000 名服务对象提供辅导个案服务,其中超过三分一

(36%)主要问题界定为与『精神健康』相关,情况令人忧虑。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今次活动筹得的款

项,提供更多提升儿童及青少年抗逆力及精神健康的服务。 期望公众能够热烈参与,一方面与身边

挚爱享受多姿多采的活动,同时亦身体力行,在社会上支持有精神健康困扰的人士,特别是有这方面

需要的儿童及青少年朋友。 」 

 

著名填词人梁栢坚先生及小巨肺 Celine谭芷昀义务为活动创作主题曲 

 

为秉承昂坪 360 的创意和支持跨界别合作的精神,公司与市场策划公司 Tricyco 携手合作,由

Tricyco 创意总监、本港著名填词人梁栢坚先生,义务为天才小歌手 Celine Tam 谭芷昀小妹妹创

作的新歌填上新词,成为「蒙眼缆车 『心导』挑战赛」的主题曲,再由 Celine 妹妹献唱,为活动增

添动力和意义。 梁栢坚先生直言对有份参与是次饶富意义的合作感到兴奋:「音乐和慈善关系密

不可分,就似 1985 年的 Live Aid 演唱会,触动无数人,我都希望以音乐憾动人心的功能,令人充实心

https://www.dropbox.com/sh/0ajjv4f7sla700a/AADyhq9TbPhPDHtaWXYVzUGs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0ajjv4f7sla700a/AADyhq9TbPhPDHtaWXYVzUGs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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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Celine 妹妹亦很期待为大家献唱「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的主题曲:「今次是我在熹

熹哥哥(赵增熹)指导下第一次自己作曲,这首歌我自己也填好了英文歌词,多谢 Eric 哥哥(梁栢坚)帮

忙填上别具意义的中文歌词, 希望这首歌能为大家带来愉快的心情。 」 

 
姚洁贞、陈家豪及陈嘉倩率先试玩 

 

多项香港长跑纪录保持者兼 2016 巴西奥运马拉松代表姚洁贞

与丈夫香港田径队教练陈家豪日前率先试玩「蒙眼缆车『心

导』挑战赛」,并拍摄了两辑短片教授家长跟小朋友跑步及赤脚

跑楼梯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姚洁贞表示:「跑步能锻炼小朋友

的意志,赤脚跑楼梯更可以提升孩子的趣味性及新鲜感。 这堂

心智课可使孩子日后在为人处事中,不容易半途而废,学习迎难

而上。 是次比赛极具意义,希望昂坪 360 往后能继续举办同类

型的活动,让我的孩子在懂事后可带她一同参与。 」  

 

前新闻主播陈嘉倩早前亦跟好友组成闺蜜队,体验「蒙眼缆车

『心导』挑战赛」,她大呼活动好玩过瘾:「平日要兼顾工作及

读书,忙得不可开交,甚少时间跟好友相聚。 跟好友参与是次活

动的 2 人队制公开组能测试大家的闺蜜指数,从中建立彼此信

任及可以更了解对方。 此外,路线包含了多个风景怡人的位置,从乘搭缆车开始,我跟好友已相机不

离手,再急不及待地放上社交媒体跟好友开心 Share,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同时又可为筹款活动

出力,十分有意义!」 嘉倩自言最难忘的关卡是赤脚跑楼梯:「我从未试过赤脚在街上行走,今次更要

挑战赤脚跑上 268 级楼梯,确是一大挑战。 幸好,途中能跟好友互相扶持,一起跑上终点,很有成功

感。 」 

 

港珠澳大桥开通 到访昂坪 360 的内地宾客人数大幅上升 

 

继广深港高铁于上月启用后,港珠澳大桥亦已于 10 月底开通,昂坪 360 致力加强推广以两大基建为

主轴,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屿山旅游体验,积极吸引澳门及广东省的宾客到访。 昂坪 360 公司事

务总管刘淑仪小姐表示:「自港珠澳大桥开通后,10 月 24 日至 11 月 4 日的宾客人数比去年同期上

升了约 15%,而来自内地的宾客更较去年同期上升了一倍,成绩令人鼓舞。 在该段期间,国内旅客中

有 70%透过旅行社预订,当中 4 成多为旅行团,旅行团客量较去年同期上升了约 4 倍。 为保持优质

的服务,在我们每日的预订配额内已分别分配予团体及现场购票的宾客,尽量避免团体宾客集中在

同一时段到访。 而在宾客现场换领缆车车票时,我们就现场实际情况作分流的安排,同时,我们亦备

有电子排队服务于适时提供予即场购票的宾客,另亦设等候区予已预订团体票的宾客。 」 

 
关于昂坪 360 

 

昂坪 360 为香港重要的旅游景点,是一个位于大屿山并结合大自然景观和文化探索的旅游新体验。 昂坪缆 

车的总长度为 5.7 公里,主要来往东涌和昂坪。 宾客抵达昂坪巿集后可参观具文化特色的主题建筑群,同 时

可到访市集内提供的多项精彩餐饮、购物和娱乐设施,继而体验设于市集内的特色主题景点,包括「360VR 

体验馆」、「360舞台」、「360 动感影院」及「与佛同行」。    

 

昂坪缆车是世界少数的双缆索循环缆车系统,也是亚洲最大型的架空双缆索缆车系统。 旅客可在约 25 分钟 

的缆车旅程中欣赏北大屿郊野公园的自然生态、东涌湾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辽阔美景。   

 

昂坪缆车体验和大澳文化深度游的行程,连同天坛大佛及宝莲禅寺一并获TripAdvisor于2018年「旅客之选 – 

最佳旅游体验」选为「亚洲十大最佳旅游体验」第二名,同时亦是「世界廿五大最佳旅游体验」之一,同年更

获 TripAdvisor 颁发「2018卓越奖」。 昂坪360又在2017年获《今日美国报》评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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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外,公司又于2015年荣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誉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旅程」之一。 

2014年,昂坪 360 荣获香港运输物流学会颁发「运输物流卓越大奖 2013 – 企业大奖」,也在同年跻身英国电

讯报旅游网「世界十大惊喜缆车之旅」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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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 活动内容 

 
天坛大佛首次开放予参加者进行千人赤脚跑楼梯  

 

去年的蒙眼缆车活动是参加者蒙着双眼,用身体

其他感官去感受缆车旅程中沿途风光。 今次的

活动则会加入新元素,需要参加者之间互相合作,

希望参加者在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与

家人、朋友在过程中互相支持及扶持,跨越每一

个难关。 作为活动支持机构的宝莲禅寺将会首

次开放天坛大佛的楼梯予参加者进行千人赤脚

跑,让参加者在寒冷天气下,与家人或朋友互相扶

持、克服困难,携手跑上顶峰。 

 

加入多个蒙眼历奇环节 走遍昂坪 360、心经简林及昂坪一带 

 

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及团队合作精神,参加者需蒙上双眼,在缆车上互相贴上纹身贴纸,其后用双

手合作砌成相框,跟从指示将在缆车旅途中观赏到的大型基建或自然环境放入相框内,再将自拍照

上载至社交媒体。 

来到昂坪市集,参加者需要进行多项计时挑战,以争夺公开组及亲子组的各个奖项。 挑战包括蒙眼

扭扭乐 (只限亲子组)、蒙眼 Lean Walk (只限公开组) 及「开心有 Say」(在心经简林大声喊出开

心事,工作人员会量度声音分贝,达到指定分贝方可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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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免费乘搭缆车从高处俯瞰港珠澳大桥美景 

 

活动将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 8:30 – 下

午 12:30 举 行 , 市 民 可 于 即 日 起 登 上

https://www.bccc.org.hk/tc/reg 直接向香港小

童群益会报名参加,6 公里「 2 人队制公开组」的最

低筹款额为港币 539 元,而 4 公里「1 大 1 细亲子

组」的最低筹款额则为港币 409 元。 适逢港珠澳大

桥于上月底开通,每位参加者均可免费乘搭昂坪缆车 

(标准车厢) ,在缆车上高处俯瞰港珠澳大桥美景。 活

动只此一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 

https://www.bccc.org.hk/tc/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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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价目表及奖品 

 

 公开组 亲子组 

比赛形式 6 公里历奇及竞跑计时赛 

(2 至 3 人一组) 

4 公里历奇及竞跑计时赛 

（2 至 4 人一组） 

最低筹款额 两名参加 : HK$539 额外一名参加者 : 

HK$270 

 

一名成人及一名儿童或青少年 : HK$409 

额外一名 3 至 11 岁儿童: HK$139 额外

一名 12 岁或以上青少年或成人 : 

HK$270 

 

 公开组 亲子组 

冠军 每组各得:  

昂坪 360 水晶车厢来回缆车门票 4 张 (价值$1,260)  

鸿星集团旗下大都准扬高级食府现金券(价值$1,0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艺馆高级法国菜现金券(价值$1,000)  

Board Game (价值 $500)  

奖座一个  

 

总值: HK$3,760 

亚军 每组各得:  

昂坪 360 水晶车厢来回缆车门票 3 张 (价值$945)  

鸿星集团旗下大都准扬高级食府现金券(价值$8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艺馆高级法国菜现金券(价值$800)  

Board Game (价值$350)  

奖座一个  

 

总值: HK$2,890 

季军 每组各得:  

昂坪 360 标准车厢来回缆车门票 3 张 (价值$705)  

鸿星集团旗下大都准扬高级食府现金券(价值$500)  

Artisan de la Truffle 松艺馆高级法国菜现金券(价值$500)  

Board Game (价值$200)  

奖座一个  

 

总值: HK$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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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左起) 前新闻主播陈嘉倩小姐、多项香港长跑纪录保持者姚洁贞小姐、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陈

健雄先生、昂坪 360 公司事务总管刘淑仪小姐、Tricyco 创作总监梁栢坚先生、Tricyco 营运总监

林思维先生、 Tricyco 项目总监丁峰先生合照。 

 

 

 
昂坪 360 公司事务总管刘淑仪小姐讲解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的构思、理念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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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陈健雄先生讲解「关注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项目及善款的用途。 

 

 
多项香港长跑纪录保持者姚洁贞小姐分享赤脚跑楼梯心得及练习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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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新闻主播陈嘉倩小姐分享蒙眼缆车心导挑战赛的试玩感受。 

 

 
香港小童群益会服务总监陈永健先生与康复者林小姐分享其从抑郁症康复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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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赞助机构和记隆有限公司董事助理陈翠羽小姐、松艺馆主厨张锦祥先生、鸿星集团占高级

质量监控及提升经理郭雅诗小姐、前新闻主播陈嘉倩小姐、多项香港长跑纪录保持者姚洁贞小

姐、 360 爱分享大使义工队暨慈善筹款活动策划人刘淑仪小姐、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陈健雄先

生、昂坪 360 公司事务总管刘淑仪小姐、Tricyco 创作总监梁栢坚先生、Tricyco 营运总监林思维

先生、Tricyco 项目总监丁峰先生、 Circle Communication 迎创辨人伍世康先生、香港太平洋

狮子会创会会长顾明仁博士与一众小公主舞蹈学院的小朋友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