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下載相關高清相片，請瀏覽： https://tinyurl.com/qtledfx  

  

全球大熱卡通《We Bare Bears》喜迎新春 同慶佳節迎鼠年！ 

昂坪 360 X We Bare Bears 熊來運到 360  

熊熊許願館 五大打卡行運位迎春接福  

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 驚喜禮品 iPhone 11、任天堂 Switch 大放送 

傳統醒獅敲響鑼鼓賀新歲

 
（香港 - 2020 年 1 月 15 日）We Bare Bears 陪伴大家迎接 2020 年，喜歡熱鬧的熊熊們將繼續留在

昂坪 360 一同歡度新春，恭祝大家新一年萬事如意，財運亨通！著名電視卡通頻道 Cartoon 

Network 推出的電視卡通《We Bare Bears》（熊熊遇見你）自 2015 年首次播出以來，不但在世界

各地受到不少人的喜愛，其獨有魅力更風靡全球觀眾，而去年香港更有免費電視頻道引入卡通

《We Bare Bears》，成功吸納一眾香港粉絲！新春將至，老大棕熊 Grizz、二哥熊貓 Panda 及三弟

北極熊 Ice Bear 齊齊換上新裝，以傳統新年服飾與大家見面拜年，同慶新春迎鼠年！ 

 

今個農曆新年，昂坪 360 聯同 We Bare Bears 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期間舉行熊來運到

360 主題活動，昂坪市集圓形廣場化身初春花海，設有 We Bare Bears 熊運滿堂三大巨型打卡位，

Grizz 手持醒獅在熊熊花拱門向大家拜年，而 Panda 和 Ice Bear 亦化身成為掌管姻緣的月老及代表

財運的財神，大家可以到財「熊」勢大許願井許下新年願望，亦可以到近 3 米高桃花樹下行大運，

齊齊激增人緣運，喜氣盈門！市集中心的 We Bare Bears 層層疊裝置充滿新年氣氛，新春打卡必

備；適逢鼠年，熊熊們身邊的小福鼠更特意來湊湊熱鬧，神秘出沒於昂坪市集，快來找找小福鼠

的蹤影！新春期間特設「熊熊許願館」，館內設有五大打卡行運位，不但有夢幻光影霓虹打卡位，

https://tinyurl.com/qtledfx


                                       

更有農曆新年必到的風車陣、天燈陣等，人人大吉大利行大運；除了有一系列打卡位外，大家亦

可以到許願佛誠心許願，祈求來年事事順利、如意吉祥！走出許願館，大家只需在昂坪 360 特色

禮品店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以到菩提許願亭寫上新年願望，親手掛上許願牌，喜氣洋洋送上祝

福！行完大運當然要實戰測試幸運指數，大家只需與市集內任何「熊熊」合照及上載至個人社交

網站，即可參加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一系列驚喜新春禮品大放送，大獎更包括 iPhone 11、

Canon 單反相機及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等，定會風靡一眾大小朋友，快來試試手風贏取豐富禮品！

初春伊始當然要有醒獅助慶，昂坪 360 於年初一至年初六設有多場傳統舞獅表演，敲響鑼鼓迎接

新年來臨。 

We Bare Bears 熊運滿堂  迎春花開添好運 

人人都愛迎春花，市集圓形廣場搖身一變成為初春花海，

大家不但可以到近 3 米高桃花樹下行三圈大運，祝願來

年大展鴻圖，更可以到巨型全盒及許願井打卡拍照，被

花海簇擁包圍！ 

好動的老大 Grizz 早已在熊熊花拱門準備好舞獅獻技，

大張旗鼓迎接鼠年來臨，於歲末年初除舊迎新；二哥

Panda 化身成為掌管姻緣的月老，在「熊」線陣為千里姻緣一線牽，月老樂成好姻緣，齊齊增旺

人緣運；而三弟 Ice Bear 穿起財神裝，手執金元寶，來年必定財「熊」勢大，快來熊運滿堂感受

洋溢花漾春意！  

 



                                       

 

走到市集中心，經典造型的巨型 We Bare Bears 層層疊裝置

早已在等待大家，熊熊們身邊的小福鼠更會驚喜現身在此，

粉絲們切勿錯過！好客的 Grizz 更預早向大家揮揮手拜個早

年，充滿新春氣氛，勢成新年打卡熱點。 

 

 
 
 
 
 
 

We Bare Bears 特別嘉賓小福鼠 神秘出沒於昂坪市集 

 

金鼠出沒注意！適逢鼠年，熊熊身邊的小福鼠特意來到昂

坪市集湊湊熱鬧，大家只要到市集走一圈就可以找到小福

鼠的蹤影！小福鼠除了會在巨型 We Bare Bears 層層疊裝置

出現之外，更會在熊運滿堂、熊熊許願館前、許願亭前出

沒，大家快來捕捉可愛的 We Bare Bears 特別嘉賓，為鼠年

增添福氣！ 

 
 

熊熊許願館打卡行運位 許下新年新願望  

新一年當然要到處走走行大運！與佛同行將化身成為一站式打卡兼行大運的「熊熊許願館」，館

內設有五大打卡行運位，包括「熊」運當頭霓虹燈、風生水起「熊」運轉、桃花小巷、天燈祈願

館及許願佛，處處送上祝福，更可以與熊熊們誠心許下新年新願望，一同為來年訂立新目標，春

福臨門！ 



                                       

  

「熊」運當頭霓虹燈 風生水起「熊」運轉 

 

來到第一站「熊」運當頭霓虹燈，熊熊們早已在等候大家與他們拍下新春第一張合照，快來與熊

熊們在打卡必備的纜車霓虹燈留下倩影，夢幻霓虹燈光彩奪目，大家更可以與熊熊們齊齊擺出拜

年姿勢，洋溢新春祝福！ 

 

霓虹燈旁就是第二站風生水起「熊」運轉，不少人都喜歡在新年轉轉風車，皆因風車寓意祈福、

招財及保平安，大家可以與穿上傳統唐裝的熊熊們一同在許願館內盡情轉動風車迎幸運，更可以

在風生水起「熊」運轉打卡拍照迎接 2020 年，祈求來年順風順水。 

 

  

桃花小巷 天燈祈願館 

 

當大家走進第三站桃花小巷時仿彿穿梭於桃花園林中，夢幻桃花隧道四鏡無限反射，步步生花，

打造花漾鏡象，交織著大地回春繁花簇錦的景象。至於喜愛熱鬧的熊熊們就在隧道尾陪伴大家到



                                       

第四站天燈祈願館，大家都喜歡用天燈祈福許願，館內將會遍佈天燈，柔和燈光打造光影迷漫效

果，大家打卡之餘亦可許下願望！ 

 

 

新年一同與佛同行！甫一來到第五站許願佛便看見重重佛光，

佛像被柔和光影包圍，打造寧靜致遠的氛圍，使人心境平淡祥

和，快來誠心祈祝新一年事事順利。 

 

菩提許願亭親手掛上願望 喜氣洋洋送上祝福 

 

新年新願景，相信大家都不少願望想實現。當

大家走出熊熊許願館，便會見到菩提許願亭，

只需在昂坪 360 特色禮品店消費滿指定金額，

即可在許願牌寫下專屬自己的新年願望，更可

親手掛上菩提許願亭！快來昂坪 360 許下願

望，預祝大家心想事成。 

 

 
 
 

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 驚喜禮品大放送 

 

到市集行完大運當然要試試手氣！為慶祝鼠年來

臨，昂坪 360 於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期間舉辦

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獎品日日大放送，更特意

加碼準備驚喜新春大禮，包括 iPhone 11、Canon

單反相機、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及其他豐富獎

品包括標準來回纜車半價優惠券、熊福齊來幸福

御守及熊運當頭行運風車等，賓客只需與市集內

任何「熊熊」合照，並上載至社交網站及

Hashtag #NP360 及 #WeBareBears，即可免費參



                                       

加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有別於傳統抽獎，大家

要在「紅包狂風」中抽取紅包，快趁佳節贏取豐

富禮品，為今個新年喜上加喜。 

 

敲響鑼鼓迎新春 精彩傳統舞獅表演 

  

「你我鑼鼓響一片，歡聲送舊年！」新春傳統舞獅表演敲響鑼鼓為鼠年徐徐拉開序幕，昂坪 360

於初一至初六期間準備多場精彩傳統舞獅表演，不但寓意新一年興旺吉祥，人人抖擻精神，更推

高全城新年氣氛，一同福享新春！ 

 

新春限定優惠 搭纜車即送 20 元昂坪 360 現金券 

 

為慶祝農曆新年來臨，大小朋友於年初一至年

初四期間購買來回纜車票或指定套票，昂坪

360 即送 10 元美食優惠券及 10 元購物優惠

券，與你一同迎接鼠年！大家除了可以體驗纜

車摩天之旅外，更可以歎盡市集美食佳餚及選

購一系列的精品，快與親朋戚友一同來昂坪

360 行大運迎新春！ 

 

 
 
  



                                       

昂坪 360 X We Bare Bears 熊來運到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熊熊許願館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10 時 至晚上 7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側 

詳情： 
凡於昂坪市集任何商店或食肆內單一消費滿 HK$100，即由該商店或食肆發出

「熊熊許願館」入場券一張，每張票只限一人入場。 

菩提許願亭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側 

詳情： 凡於昂坪 360 禮品店內單一消費滿 HK$150，即可換領一塊許願牌。 

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7 時 

地點： 昂坪市集圓形廣場側 

詳情： 
持有效纜車票的賓客只需與市集內任何「熊熊」合照，並上載至社交網站及

Hashtag #NP360 及 #WeBareBears，即可免費參加新春熊運通天大抽獎。 

傳統舞獅表演 

日期： 2020 年 1 月 25 至 30 日 (年初一至六) 

時間： 中午 12 時 30 分、下午 3 時 30 分 (每日均設兩場表演，每場表演約十分鐘) 

地點： 昂坪市集  

新春限定優惠 



                                       

 
  

日期：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28 日 

詳情： 
購買來回纜車車票或指定套票的賓客即可贈 20 元現金券(10 元美食優惠券及 10

元購物優惠券)，並於指定商戶使用。 



                                       

關於 We Bare Bears 

來自 Cartoon Network 的喜劇動畫 We Bare Bears 講述三兄弟試圖融入社會結交新友的故事，但對

於這三隻熊來說，可能會有不少困難。大哥 Grizz 為人處事十分樂觀，但身邊的事情卻時常都會變

得一團糟；二弟 Panda 則是一名浪漫主義者；而三弟 Ice Bear 的性格就極其難觸摸。 

熊熊們對現代世界的事物都十分了解：他們精通自拍這門技術，熱愛各種美食，同時亦不忘時

常增值自己在互聯網上的名氣；但對於相鄰居民的了解則有待提升。很明顯的是，作為一隻熊

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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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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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