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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热卡通《We Bare Bears》喜迎新春 同庆佳节迎鼠年！ 

昂坪 360 X We Bare Bears 熊来运到 360 

熊熊许愿馆 五大打卡行运位迎春接福 

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 惊喜礼品 iPhone 11、任天堂 Switch 大放送 

传统醒狮敲响锣鼓贺新岁

 
(香港 - 2020 年 1 月 15 日）We Bare Bears 陪伴大家迎接 2020 年，喜欢热闹的熊熊们将继续留在

昂坪 360 一同欢度新春，恭祝大家新一年万事如意，财运亨通！著名电视卡通频道 Cartoon 

Network 推出的电视卡通《We Bare Bears》（熊熊遇见你）自 2015 年首次播出以来，不但在世界

各地受到不少人的喜爱，其独有魅力更风靡全球观众，而去年香港更有免费电视频道引入卡通

《We Bare Bears》，成功吸纳一众香港粉丝！新春将至，老大棕熊 Grizz、二哥熊猫 Panda 及三弟

北极熊 Ice Bear 齐齐换上新装，以传统新年服饰与大家见面拜年，同庆新春迎鼠年！ 

 

今个农历新年，昂坪 360 联同 We Bare Bears 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期间举行熊来运到

360 主题活动，昂坪市集圆形广场化身初春花海，设有 We Bare Bears 熊运满堂三大巨型打卡位，

Grizz 手持醒狮在熊熊花拱门向大家拜年，而 Panda 和 Ice Bear 亦化身成为掌管姻缘的月老及代表

财运的财神，大家可以到财「熊」势大许愿井许下新年愿望，亦可以到近 3 米高桃花树下行大运，

齐齐激增人缘运，喜气盈门！市集中心的 We Bare Bears 层层叠装置充满新年气氛，新春打卡必备；

适逢鼠年，熊熊们身边的小福鼠更特意来凑凑热闹，神秘出没于昂坪市集，快来找找小福鼠的踪

影！新春期间特设「熊熊许愿馆」，馆内设有五大打卡行运位，不但有梦幻光影霓虹打卡位，更



                                       

有农历新年必到的风车阵、天灯阵等，人人大吉大利行大运；除了有一系列打卡位外，大家亦可

以到许愿佛诚心许愿，祈求来年事事顺利、如意吉祥！走出许愿馆，大家只需在昂坪 360 特色礼

品店消费满指定金额，即可以到菩提许愿亭写上新年愿望，亲手挂上许愿牌，喜气洋洋送上祝福！

行完大运当然要实战测试幸运指数，大家只需与市集内任何「熊熊」合照及上载至个人社交网站，

即可参加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一系列惊喜新春礼品大放送，大奖更包括 iPhone 11、Canon 单反

相机及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等，定会风靡一众大小朋友，快来试试手风赢取丰富礼品！初春伊始

当然要有醒狮助庆，昂坪 360 于年初一至年初六设有多场传统舞狮表演，敲响锣鼓迎接新年来临。 

We Bare Bears 熊运满堂 迎春花开添好运 

人人都爱迎春花，市集圆形广场摇身一变成为初春花海，

大家不但可以到近 3 米高桃花树下行三圈大运，祝愿来

年大展鸿图，更可以到巨型全盒及许愿井打卡拍照，被

花海簇拥包围！ 

好动的老大 Grizz 早已在熊熊花拱门准备好舞狮献技，

大张旗鼓迎接鼠年来临，于岁末年初除旧迎新；二哥

Panda 化身成为掌管姻缘的月老，在「熊」线阵为千里姻缘一线牵，月老乐成好姻缘，齐齐增旺

人缘运；而三弟 Ice Bear 穿起财神装，手执金元宝，来年必定财「熊」势大，快来熊运满堂感受

洋溢花漾春意！ 



                                       

 

走到市集中心，经典造型的巨型 We Bare Bears 层层叠装置

早已在等待大家，熊熊们身边的小福鼠更会惊喜现身在此，

粉丝们切勿错过！好客的 Grizz 更预早向大家挥挥手拜个早

年，充满新春气氛，势成新年打卡热点。 

 
 
 
 
 
 

We Bare Bears 特别嘉宾小福鼠 神秘出没于昂坪市集 

 

金鼠出没注意！适逢鼠年，熊熊身边的小福鼠特意来到昂

坪市集凑凑热闹，大家只要到市集走一圈就可以找到小福

鼠的踪影！小福鼠除了会在巨型 We Bare Bears 层层叠装置

出现之外，更会在熊运满堂、熊熊许愿馆前、许愿亭前出

没，大家快来捕捉可爱的 We Bare Bears 特别嘉宾，为鼠年

增添福气！ 

 

熊熊许愿馆打卡行运位 许下新年新愿望 

新一年当然要到处走走行大运！与佛同行将化身成为一站式打卡兼行大运的「熊熊许愿馆」，馆

内设有五大打卡行运位，包括「熊」运当头霓虹灯、风生水起「熊」运转、桃花小巷、天灯祈愿

馆及许愿佛，处处送上祝福，更可以与熊熊们诚心许下新年新愿望，一同为来年订立新目标，春

福临门！ 



                                       

  

「熊」运当头霓虹灯 风生水起「熊」运转 

 

来到第一站「熊」运当头霓虹灯，熊熊们早已在等候大家与他们拍下新春第一张合照，快来与熊

熊们在打卡必备的缆车霓虹灯留下倩影，梦幻霓虹灯光彩夺目，大家更可以与熊熊们齐齐摆出拜

年姿势，洋溢新春祝福！ 

 

霓虹灯旁就是第二站风生水起「熊」运转，不少人都喜欢在新年转转风车，皆因风车寓意祈福、

招财及保平安，大家可以与穿上传统唐装的熊熊们一同在许愿馆内尽情转动风车迎幸运，更可以

在风生水起「熊」运转打卡拍照迎接 2020 年，祈求来年顺风顺水。 

 

  

桃花小巷 天灯祈愿馆 

 

当大家走进第三站桃花小巷时仿佛穿梭于桃花园林中，梦幻桃花隧道四镜无限反射，步步生花，

打造花漾镜象，交织着大地回春繁花簇锦的景象。至于喜爱热闹的熊熊们就在隧道尾陪伴大家到



                                       

第四站天灯祈愿馆，大家都喜欢用天灯祈福许愿，馆内将会遍布天灯，柔和灯光打造光影迷漫效

果，大家打卡之余亦可许下愿望！ 

 

 

新年一同与佛同行！甫一来到第五站许愿佛便看见重重佛光，

佛像被柔和光影包围，打造宁静致远的氛围，使人心境平淡祥

和，快来诚心祈祝新一年事事顺利。 

 

菩提许愿亭亲手挂上愿望 喜气洋洋送上祝福 

 

新年新愿景，相信大家都不少愿望想实现。当

大家走出熊熊许愿馆，便会见到菩提许愿亭，

只需在昂坪 360 特色礼品店消费满指定金额，

即可在许愿牌写下专属自己的新年愿望，更可

亲手挂上菩提许愿亭！快来昂坪 360 许下愿

望，预祝大家心想事成。 

 
 
 

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 惊喜礼品大放送 

 

到市集行完大运当然要试试手气！为庆祝鼠年来

临，昂坪 360 于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期间举办

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奖品日日大放送，更特意

加码准备惊喜新春大礼，包括 iPhone 11、Canon

单反相机、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及其他丰富奖

品包括标准来回缆车半价优惠券、熊福齐来幸福

御守及熊运当头行运风车等，宾客只需与市集内

任何「熊熊」合照，并上载至社交网站及

Hashtag #NP360 及#WeBareBears，即可免费参加



                                       

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有别于传统抽奖，大家要

在「红包狂风」中抽取红包，快趁佳节赢取丰富

礼品，为今个新年喜上加喜。 

 

敲响锣鼓迎新春 精彩传统舞狮表演 

  

「你我锣鼓响一片，欢声送旧年！」新春传统舞狮表演敲响锣鼓为鼠年徐徐拉开序幕，昂坪 360

于初一至初六期间准备多场精彩传统舞狮表演，不但寓意新一年兴旺吉祥，人人抖擞精神，更推

高全城新年气氛，一同福享新春！ 

 

新春限定优惠 搭缆车即送 20 元昂坪 360 现金券 

 

为庆祝农历新年来临，大小朋友于年初一至年

初四期间购买来回缆车票或指定套票，昂坪

360 即送 10 元美食优惠券及 10 元购物优惠

券，与你一同迎接鼠年！大家除了可以体验缆

车摩天之旅外，更可以叹尽市集美食佳肴及选

购一系列的精品，快与亲朋戚友一同来昂坪

360 行大运迎新春！ 

 
 
  



                                       

昂坪 360 X We Bare Bears 熊来运到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周末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 

地点： 昂坪市集 

熊熊许愿馆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周末及公众假期：上午 10 时至下午 5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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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资讯中心侧 

详情： 
凡于昂坪市集任何商店或食肆内单一消费满 HK$100，即由该商店或食肆发出

「熊熊许愿馆」入场券一张，每张票只限一人入场。 

菩提许愿亭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周末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资讯中心侧 

详情： 凡于昂坪 360 礼品店内单一消费满 HK$150，即可换领一块许愿牌。 

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 

日期：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3 日 

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周末及公众假期：上午 10 时至下午 5 时 30 分 

年初一至四 (1 月 25 至 28 日)：上午 10 时至晚上 7 时 

地点： 昂坪市集圆形广场侧 

详情： 
持有效缆车票的宾客只需与市集内任何「熊熊」合照，并上载至社交网站及

Hashtag #NP360 及 #WeBareBears，即可免费参加新春熊运通天大抽奖。 

传统舞狮表演 

日期： 2020 年 1 月 25 至 30 日 (年初一至六) 

时间： 中午 12 时 30 分、下午 3 时 30 分 (每日均设两场表演，每场表演约十分钟) 

地点： 昂坪市集  

新春限定优惠 



                                       

 
  

日期：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28 日 

详情： 
购买来回缆车车票或指定套票的宾客即可赠 20 元现金券(10 元美食优惠券及 10

元购物优惠券)，并于指定商户使用。 



                                       

关于 We Bare Bears 

来自 Cartoon Network 的喜剧动画 We Bare Bears 讲述三兄弟试图融入社会结交新友的故事，但

对于这三只熊来说，可能会有不少困难。大哥 Grizz 为人处事十分乐观，但身边的事情却时常都

会变得一团糟；二弟 Panda 则是一名浪漫主义者；而三弟 Ice Bear 的性格就极其难触摸。 

熊熊们对现代世界的事物都十分了解：他们精通自拍这门技术，热爱各种美食，同时亦不忘时

常增值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名气；但对于相邻居民的了解则有待提升。很明显的是，作为一只熊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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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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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