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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4-6/12 

 

中國建築一百年 

 

透過兩對相隔差不多 100 年的建築夫妻：追求中國傳統建築保存與古為今用的建築師學者梁思

成、林徽因，全面引進西方建築名牌的地產商張欣、潘石屹，見證文化洪流的不可測。獲選米蘭 

Tramedautore 國際當代戲劇節 2015 開幕節目及 2015 米蘭世界博覽會文化節目之一，載譽重演。 

 

地點：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時間：12 月 4 及 5 日 8:15pm，12 月 6 日 3pm•票價：$480、

$280、$190•查詢：2566 9696 

 

文化 4-6/12 

 

凱撒 

 

冼振東搭檔陳焯威改編莎劇《凱撒大帝》。凱撒獲權後遭布魯圖斯為首的反對聯盟刺殺。凱撒死

後，布魯圖斯發現所謂公義根本敵不過人性。創典舞台成立 5 年，致力推動本地創作及傳承經

典。 

 

地點：葵青劇院•時間：12 月 4 至 6 日 8pm，12 月 5 及 6 日 3pm•票價：$160•查詢：2576 

3933 親子 Now-30/11 

 

全球毛公仔繪畫比賽 

 



上圖的毛公仔，正是根據去年「全球毛公仔繪畫比賽」入圍作品而製成，係咪好得意呢？今年宜

家家居再次舉辦比賽，請小朋友繪畫夢想中的毛公仔。10 幅優勝作品將製成真品，並作全球發

售。 

 

詳情及報名： http://bit.ly/1l7bfpb•報名截止日期：11 月 30 日文化 18-20/12 韓舞紀 - 首爾．香

港．相遇日本國際芭蕾舞及現代舞比賽金獎得主，韓國著名現代舞蹈及編舞家柳碩勳及李倫勍教

授，以民謠《阿里郎》變奏現代人生《路》；曾活躍於法國藝壇的編舞家尹敏碩，把傳統樂舞元

素轉化成《雜感》；碰撞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黃磊新作《身．影》。 

 

地點：上環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時間：12 月 18 及 19 日 7:45pm，12 月 19 及 20 日 3pm•票

價：$180•查詢：3103 1806 文化 11-13/12 

 

夜車 

 

蔡運華自言有話想說，平時談吐謹慎，至少對記者如是，讀新聞學的她或許深諳傳媒是雙刃劍，

想說的還是寄託於由她創立的「后花園」演出吧。這次，4 位表演者以獨白牽頭，漫行於意識裂

縫。 

 

地點：葵青劇院•時間：12 月 11 至 13 日 8pm，12 月 12 及 13 日 3pm•票價：$160•查詢：9719 

4729 文化 16/12/2015-11/4/2016 

 

日昇月騰︰ 

 

從敏求精舍藏品看明代 

 

敏求精舍會員慷慨借出個人收藏的珍貴文物，引領觀眾探索明代歷史和文化，重點展品包括明代

歷朝的御製瓷器和漆器、造型簡潔的明式家具、絢麗多彩的織品、精雕的鏤空玉帶板，以及體現

文人品味的文玩等。 

 

地點：尖沙咀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時間：星期一、三至五 10am-6pm，星期六、日及公

眾假期 10am-7pm，聖誕前夕及農曆新年前夕 10am-5pm，星期二、年初一及二休館•入場費：

$10，星期三免費•查詢：2724 9042 



 

文化 2/12 

 

嚴翊樺女高音演唱會 

 

嚴氏活躍於本地聲樂界，去年主演由資深作曲家羅永暉製作的意境音樂劇場《落花無言》，9 月

重演作為「台北香港周」 節目之一。擔任伴奏的鋼琴家鄭慧畢業於美國寇蒂斯音樂學院，於耶魯

大學及紐約州立大學取得音樂碩士及博士學位。 

 

地點：中環香港大會堂•時間：8pm•票價：$280、$180•查詢：2722 1650 商場 1/12/2015-

3/1/2016 

 

紅鼻鹿飄雪聖誕之旅 

 

傳說中，紅鼻鹿 Rudolph 引領聖誕老人走出風雪濃霧，順利將禮物送到每個角落。太古城中心以

這個故事為主題，打造出 6 大幅紙藝屏風。大家可以好似睇巨型立體書一樣，逐「頁」觀賞，細

味聖誕老人的奇妙經歷。 

 

地點：太古城中心 2 樓舞台及中橋•查詢：2568 8665 

 

其他 13/12 

 

浪琴表香港國際賽事 

 

馬壇年度盛事「香港國際賽事」即將開戰，馬會為增加氣氛，邀請楊千嬅擔任開幕嘉賓、《心

計》男主角 Simon Baker 擔任頒獎嘉賓，另有雜技及閉幕煙花匯演。當日入場為港駒打氣的馬迷，

都可獲贈國際賽 Cap 帽。 

 

地點：沙田馬場•時間：11:25am•查詢：1817 商場 1/12/2015-15/1/2016 

 



璃光大道 

 

新城市廣場將 7 樓星光花園打造成浪漫玻璃花園，更邀請 4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玻璃藝術家，在園

內輪流坐鎮，示範製作玻璃精品。大家亦可即場體驗以高溫熔爐吹製、火炎燈工塑造，以及微波

爐「叮」出玻璃首飾。 

 

地點：沙田新城市廣場 1 期 7 樓星光花園•時間：12nn-10pm（12 月 18 日至 1 月 3 日逢星期五、

六、日及公眾假期延長至 11pm）•查詢：2684 9175 商場 Now-3/1/2016 

 

聖誕禮物大滿「捉」 

 

凡於雅蘭中心、荷李活商業中心、家樂坊及柏裕商業中心消費任何金額，憑即日單據可到雅蘭中

心參加聖誕禮物大滿「捉」互動遊戲，用手機「夾取」最潮禮品。 

 

地點：旺角雅蘭中心 L1•時間：1pm-9pm 商場 10/12 Start SHIBUYA109 香港開業經常飛去日本

「SHIBUYA109」朝聖的女生，可慳番機票錢了！這家大型時裝集團下個月將於海港城開業，屆時

店內 13 個品牌將會推出不同的開張優惠，而首 5,000 名消費滿 $500 的顧客，更可獲贈 

SHIBUYA109 Lunch Box Bag。 

 

地點：尖沙咀海港城港威商場 3 樓 3002 號舖 

 

戶外 29/11 

 

匯豐社區節 

 

今年主題為「匯聚社群」，全港 18 區將同日舉行不同文化表演及互動遊戲，亮點節目包括體驗年

青和年老的「交換 60 時光機」、穿上全副裝備參與掃雷行動的「人道博覽會」，以及試玩欖球、

非洲鼓等，歡迎大小朋友參加。 

 

地點：中環遮打道行人專區及全港 18 區•時間：12nn-5pm•詳情：

https://www.communitypartnership.org.hk/community_festival2015.aspx?lang=zh-HK 



 

環保 Now 

 

改寫象未來 

 

很多人誤以為象牙和人類牙齒一樣，脫落了也沒問題；事實上，象牙有部分藏於頭部，盜獵者為

剝取整顆象牙，會切走臉部，令大象喪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想釐清這個天大的

誤會，呼籲大家為象「牙」創造新字，並且促請港府全面禁止象牙貿易。 

 

詳情：https://rewritetheirfuture.wwf.org.hk/ch/ text∣Ami、Helen edit∣Helen art∣dZ 

 

文化 4/12 

 

聖誕 4 圍唱 

 

美聲匯集齊男高、中、低中音聲樂家柯大衛、林俊及黃日珩，加上曾華琛鋼琴伴奏，奉上一場全

男班的聖誕聲樂派對。聖誕曲目都經過重新編排，在男聲三重唱下，觀眾必定耳目一新。 

 

地點：中環香港大會堂劇院•時間：8pm•票價：$280、$180•查詢：2722 1650 商場 Now-

3/1/2016 Jelly Belly 反「豆」賀聖誕山頂廣場最近同 Jelly Belly 合作，搖身一變成糖果世界，小朋友

不但可以扮坐 Jelly Belly 聖誕列車，影相呃 like，亦可以到自助糖果站，用七彩繽紛的 Jelly Bean 製

成聖誕球。有得玩又有得食，小朋友點會唔開心？ 

 

反「豆」聖誕列車地點及時間：山頂廣場 1 樓中庭，10am-10pm•Jelly Belly 聖誕球：憑 $300 消費

單據，可於 1pm-9pm 到山頂廣場 2 樓（近 spaghetti 360°）參加 1 次。 

 

文化 1/12/2015-15/1/2016 

 

如果你有【靜謐的風】 

 



暨國際藏書票珍藏展 

 

本地插畫組合「陋室五月」展示 2016 藏書票月曆中，以「靜謐」為基調的 12 幅全新原畫 、雕

塑；另外還展出香港中央圖書館開幕、奧運及其他國際收藏級藏書票。 

 

地點：中環 PMQ 元創方 S401 室•時間：12nn-8pm•費用：免費•查詢：3748 9663 商場 

27/11/2015-3/1/2016 

 

PRIDE 燕三條 

 

融合傳統與創新 

 

「日本製造」是信心保證，單看新潟縣燕三條地區製作的金屬製工具，已可見一斑。當地堅持傳

承手造工藝，又重視創新設計，產品深受專家推崇。是次展覽，燕三條 9 家企業帶來多件獲獎產

品，給大家開開眼界。 

 

地點：中環 PMQ 元創方 GOOD DESIGN STORE Gallery•時間：12nn-8pm•查詢：2857 5338 商場 

Now-3/1/2016 

 

領展聖誕好輕 Zone 

 

港人生活壓力大，聖誕又點會過得開心？領展針對壓力問題，特別在聖誕檔期，於旗下多個商場

設置減壓遊戲，由鬼馬貼圖角色兔斯基陪大家一邊玩，一邊趕走負面情緒。 

 

地點：黃大仙中心、樂富廣場、屯門 H.A.N.D.S、天水圍頌富廣場•遊戲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5pm-8pm（只限黃大仙中心及樂富廣場），星期六及日 1pm-8pm 其他 28/11-20/12 

 

門惠豐、闞桂香教授 

 

武術成果匯展 



 

十大武術名教授之一的門惠豐與太太闞桂香，融合各家所長，創出「東岳太極拳」，被譽為 21 世

紀的太極，連神舟九號的太空人也在小休時間演練。展覽將透過圖片及錄像，宏揚太極拳文化，

功夫迷不容錯過。 

 

地點：荔汥角饒宗頤文化館中區 G 座資源中心•費用：免費 

 

其他 26-27/12 

 

Make it Wheel 體驗工作坊本地輪椅的設計款式有限，令用家活動受制。自問有創作頭腦的朋友，

不妨參加義遊舉辦的「Make it Wheel 體驗工作坊」，一齊研究、製作新一代輪椅，賦予輪椅更多

可能。 

 

詳情及報名：www.voltra.org/zh/•費用：$400•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27 日其他 Now-21/12 

 

匡智聖誕曲奇 

 

今年匡智社企 hc:Bakery 特別推出 5 款限定版聖誕曲奇及蛋糕，全由資深糕餅師傅教導智障學員製

作，色香味俱全，既可送贈親友或款客自用，又可幫助智障人士，何樂而不為？ 

 

銷售地點：灣仔 l HC Cafe、沙田 l H Corner、大埔 l 青庭餐廳•查詢及訂購：2689 1309 

 

文化 5-20/12 

 

陶藝家發現日本日常陶瓷 

 

3 位女陶藝家張煒詩、尹麗娟及黃美嫻約埋去九州旅行，目的是血拼日本陶瓷。行程收穫甚豐，

是次展覽將展示她們的戰利品，同時也公開 3 人受日本陶瓷啟發的個人作品，互相對照。 

 



地點：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Unit Gallery•時間：星期六及日 1:30pm-6pm 商場 Now-

3/1/2016 

 

聖誕奇趣樂滿心 

 

大家只需於指定港鐵商場以電子貨幣消費滿 $400，即可參加「聖誕奇趣樂滿心」抽獎遊戲，即抽

即中人氣插畫師畢奇設計的限量精品，包括 16G 記憶棒、環保袋、文件套、耳筒盒及便條貼等，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換領地點：杏花新城、荃灣綠楊坊、沙田 Citylink、將軍澳連理街、火炭駿景廣場、屯門海趣坊之

推廣活動攤位•換領時間：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2nn-10pm（杏花新城、綠楊坊、Citylink 逢

星期五至日、平安夜及公眾假期） 

 

其他 Now 

 

崔始源進駐蠟像館 

 

人氣韓星崔始源入伍服役，粉絲喊得一句句。幸好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傳來好消息，崔始源蠟像

及時製成，並已進駐「韓流專區」，粉絲們大可以望梅止渴。 

 

地點：山頂道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時間：10am-10pm•入場費：$245 酒店 5/12/2015-2/1/2016 

 

聖誕嘉年華住宿計劃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的聖誕住宿計劃，主打親子享樂，其中最大賣點是設有 Bob the Builder 及 Pingu 

多款戶外遊戲，給小朋友大玩特玩。如在 12 月 24 至 26 日及 31 日入住，還可玩埋期間限定的

「親子探索任務」。 

 

地點：屯門香港黃金海岸酒店•房價：$1,398 起•查詢及預訂：2452 8833 ?REMINDER? 

 

其他 22/12/2015-3/1/2016 



 

飛天離地絕技團 

 

今個聖誕，將有超強勁的雜技團來港演出。早排雜技員走入鬧市街頭，快閃表演「一柱擎天」，

睇到途人拍爛手掌。如入場睇完全版，又會有乜驚喜？據聞空中飛人、飛車表演只是頭盤，亡命

絕技「魔幻巨輪」才是主菜！雜技員在愈轉愈快的空中滾輪內外，做出超高難度動作，包保觀眾

睇到腎上腺激素上升。 

 

地點：大嶼山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館•時間：每日演出時間不同，詳請參看 www.lunchbox-

productions.com•票價：$895、$595、$495、$395、$295 文化 Now-30/11 

 

永遠的九龍皇帝 

 

曾幾何時，九龍皇帝的墨寶遍布港九街頭牆壁、燈柱、電箱，但自從「駕崩」後，墨迹被有心或

無意抹走，街頭巷尾已不復見。Open Quote 毋忘這位塗鴉先驅，最近在 PMQ 展出多幅曾灶財墨

寶，其中逾半數更是首次公開。這些曾被藐視的書法塗鴉，現今在拍賣會上有價有市，其藝術價

值終於備受肯定。 

 

地點：中環 PMQ 元創方 A 座 S401 室•時間：12:30pm-8:30pm•查詢：2548 3199 text & edit∣

Helen art∣EricH 

 

擷取自 Wise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