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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方程式澳門分站賽
最受觀眾觸目的賽事，莫過於今年將慶祝三十周

年，更是 「第五十九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賽程中
三大賽事之一的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本屆
賽事繼續得到 「澳博」冠名贊助，練習和排位賽安排
在 11 月 15 及 16 日（星期四及星期五）進行，而選拔
賽將安排在11月17日（星期六）舉行，而正式賽事將
在11月18日壓軸舉行。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充滿傳奇色彩，榮
膺國際汽聯三級方程式洲際杯，這項賽事於1983年由
傳奇車手冼拿（Ayrton Senna）奪得首屆冠軍，其後，
米高·舒麥加（Michael Schumacher）、古達（David
Coulthard） 、 佐 藤 琢 磨 及 大 衛·百 拉 咸 （David
Brabham）等也曾成功征服東望洋賽道。這項賽事成為
不少年輕車手踏上國際賽車舞台的起步點，在今年24
位參加一級方程式大賽的車手當中，就有17位曾參加
澳門賽事，今季已進行的七回合賽事，其中五位冠
軍，畢頓（Jenson Button）、羅斯保（Nico Rosberg）、
華迪爾（Sebastian Vettel）、韋伯（Mark Webber）及
咸姆頓（Lewis Hamilton）都曾在澳門賽道有出色的表
現。

三級方程式大賽是車手的賽車生涯中重要一環，
在全球各地舉行多項賽事，一眾來自歐洲、英國、意
大利、德國和日本賽事的冠軍級車手會被邀請挑戰東
望洋賽道，藉此吸引車隊負責人的關注和青睞，能有
機會登上賽車事業的高峰。

今年，國際汽聯對三級方程式賽例作出修訂，催
生了新一代三級方程式戰車。第一款新一代戰車已經
由意大利車體製造商特拉拿（Dallara）推出，在歐洲
和日本的賽道令車隊和一眾車手留下深刻印象，更令
人期待新戰車為今年 「澳博」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

式大賽帶來全新氣象，讓賽事更精采。

世界房車錦標賽
逐鹿澳門東望洋賽道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今季賽事已於3月11日在意大
利蒙沙展開，共有二十四回合賽事，壓軸兩回合賽事
將再次在澳門東望洋賽道上演，賽事總冠軍亦將連續
第八年在澳門誕生。今年房車賽車手陣容鼎盛，前一
級方程式車手及年輕新秀聚首一堂，在賽道上一決雌
雄。

最近三年間，從賽季伊始，世房錦標賽的冠軍頭
銜就註定落在雪佛蘭的三位傑出車手身上。衛冕世界
冠軍伊雲‧梅拿（Yvan Muller）以及雪佛蘭廠商車隊
隊友侯夫（Robert ‘Rob’ Huff）在9月美國Sonoma
站後，並列領先車手積分榜。伊雲‧梅拿在2012年共
取得八場勝利，但三屆 FIA 世界房車錦標賽冠軍伊
雲‧梅拿在奧地利站比賽及美國站比賽中連連失分，
侯夫趁機追趕超越，挑戰其積分榜領先地位，最新之
排位為侯夫位列榜首獲390分，其次為文奴獲355分，
第三位為伊雲‧梅拿獲 349 分，澳門東望洋賽道鹿死
誰手，精彩可期。

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
延續刺激拚搏精神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今年將舉行第四十六屆
賽事，此項賽事歷史悠久，且被認為是世界上其中一
項最具挑戰性的電單車街道賽，每年都吸引一眾來自
歐洲、北美及亞洲的公路賽勇士。為加強賽事的吸引
力和競爭性，希望藉此讓更多有實力和符合資格的電
單車手參加在東望洋賽道的比賽，今年的獎金將有所
增加，而所有車手將接受同一邀請。連續第三年，澳
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將作為杜克公路賽排行榜的賽

季收官戰，而杜克公路賽排行榜是考量車手在整個賽
季全球各公路賽事成績的指標。

六家製造商參與今年的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大
賽，比賽將首次採用與Moto GP相同一排三台賽車發
車的形式，取代以往一排四台賽車的形式。新形式的
啟用將擴展空間，有利於車手衝向高速左轉的水塘
彎，也能更安全地通過高速右轉的文華東方彎，然後
直奔著名的葡京彎。

「格電」 明星小檔案
路達（Michael Rutter）在2011年歷史性的奪得第

七次勝利，這項成就將被紀載在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
大賽的史冊，這位澳門電單車之王將於今年再度參
賽，衝擊第八次勝利。這位英國車手的同胞，2001年
冠 軍 麥 堅 尼 斯 （John McGuinness） 也 將 駕 駛 SMT
Racing車隊的本田1000cc賽車參加比賽。

麥堅尼斯，在去年排位賽中落後路達排名第二，
但在正式比賽中僅獲第六名，他是本賽季人島TT大賽
的最快圈速保持者，也是 2012 年祖兒．鄧立普 TT 錦
標賽（Joey Dunlop TT Championship Trophy）的冠
軍。去年的亞軍謝索普（Martin Jessopp）將駕駛杜卡
迪1200cc賽車代表Rider's Motorcycles.com參加比賽。

眾多參加澳門比賽的新進車手中，包括28歲的公
路賽天才車手莊士頓（Lee Johnston），他將首次與
RPM Performance Team隊友咸姆頓（Jamie Hamilton）
一起駛上東望洋賽道。莊士頓在今年早期的人島TT首

季中令人印象深刻，但Ulster GP比賽才真正令人認識
到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那時他贏得了國家組和
挑戰賽的勝利，而在Supersport比賽中又獲得第三名。
21 歲的咸姆頓，是今年人島 TT 大賽中排名前列的新
進車手，本賽季的愛爾蘭公路比賽同樣成績優秀。

不容忽視的支援賽事
支援賽事方面，今年繼續有澳門GT杯、澳門房車

杯、澳門路車挑戰賽和澳門／香港埠際賽。澳門GT杯
國際地位日漸提升，各路頂尖車手駕駛品牌跑車，人
車合一最高境界，特別受大中華地區車迷歡迎，去年
更吸引了首位兩奪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冠軍
車手莫他拿（Edoardo Mortara）駕駛奧迪 R8 LMS
GT3參賽，最後更勇奪錦標；以及由曾在勒芒勝出的
英國車手屈斯（Daniel Watts）駕駛的麥拿倫新款戰車
首次在亞洲亮相。

深受港澳車手歡迎的澳門房車杯、澳門路車挑戰
賽及澳門／香港埠際賽將再度在東望洋賽道上演。中
國─澳門汽車總會將於明年4月及5月舉辦澳門房車錦
標賽，成為以上三項支援賽事的資格賽，希望藉着賽
事，讓本地車手吸取更多比賽經驗，從而提升競爭實
力。

購票指南
大賽車門票現已在 「廣星」各大門市售票點公開

發售，並設網上訂購，票價由練習日的澳門幣五十元
至正式比賽日葡京彎的澳門幣九百元，訂票查詢可聯
絡大賽車委員會，電話：（853）87962210／87962242或
電郵：macaugp@cgpm.gov.mo，詳情可瀏覽委員會網
站http://www.macau.grandprix.gov.mo

煙花鋪天 樂滿全城
為營造嘉年華式的節日氣氛，在格蘭披治大賽車

期間 11 月 14 日及 18 日這二個晚上，在旅遊塔對開的
海面上，將有燃放煙花表演，璀璨的煙花鋪天蓋地，
伴隨着遊人興奮的心情，浪漫、歡樂笑聲……此起彼
落。

每年一度的美食節伴隨着大賽車的旋風，
席捲全城，無論是饞嘴一族還是大胃王，總

能滿足到大家的食慾，盡興而歸。
搜羅了世界各地著名特色美食的美食

節，是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重點配
套節目之一，為市民及旅客締造一個與
別不同、樂而忘返的繽紛嘉年華。 「第

12屆澳門美食節」將於2012年11月9
日至25日一連十七天假西灣湖廣場
隆重舉行，就在西環湖廣場約定

你。

「歡樂無限 美食嘉年華」
今屆的美食節以 「歡樂無限，美食嘉年
華」為主題，配上色彩繽紛，馬戲團為
主題的海報。親友們、知己們在沉醉在
美食中之餘，也同時享受現場熱鬧歡樂

的氣氛。今年的澳門美食節一如既往的設有多條
美食街，包括中式美食街、亞洲美食街、歐陸美
食街、風味美食街、甜品街等多個美食區，共計
百多個美食攤位，美食佳餚多不勝數，總有一款
合胃口。

大型表演與觀眾互動
感受嘉年華的氣氛

美食期間更設有大型表演節目，除了日本文
藝表演團隊傾力演出外，每晚還有不同類型的節
目演出，包括：主題之夜、啤酒競飲大賽、有獎
遊戲、歌舞表演、民族文化表演、流行歌手及樂
隊演唱、魔術和小丑等各色各樣的表演，不僅讓
大家酒足飯飽，更是大飽眼福，完全迎合主題，

歡樂無限。為增添嘉年華的歡樂氣氛，當然不可
少的是遊戲區，於西灣湖下層設有多個極具娛樂
及挑戰性、禮品豐富的攤位遊戲，務求為市民及
旅客帶來更多元化、耳目一新的佳餚美點及精采
節目，盡情享樂。

設穿梭巴士服務
美食節的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

四，下午五時至晚上十一時三十分；
星期五至日，下午三時至晚上十二時
三十分。為了方便市民及遊客前
往，屆時大會更設有免費穿梭巴士
來往西灣湖廣場至澳門各區。上落
客地點為南灣國際銀行、永亨銀行
黑沙灣分行及氹仔新濠鋒對面。

萬眾期待年度盛事，由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 「澳博」 ）特約贊助之第五十九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
車，將於11月15至18日正式開跑。今年的賽程，除
了三項頂級賽事：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
賽、 「澳博」 特約贊助之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
東望洋大賽、格蘭披治電單車大賽外，同時也設四項支
援賽事：澳門GT杯、澳門房車杯、澳門路車挑戰賽和
澳門／香港埠際賽。重頭戲一浪接一浪，你準備好未？

圖、文：歐展翅、朱智豪、唐煥兒
（部分照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智能手機的普及化，改變了人們的
生活模式，現時一機在手、一 app 在
線，讓人到處玩、到處食無往而不利。
為增加遊澳門的方便，更方便快捷地找
到旅遊照點，旅遊局推出了 「感受澳
門」iPhone App，這個手機應用程式為
市民和旅客提供最新及熱門旅遊資訊，
並設實境(AR)及行程策劃功能，讓自
助遊澳門變得更輕鬆自在。

「感受澳門」包括了 「景點、表演
及住宿等資料」、 「360度全景圖」、
「語音景點介紹」、 「行程策劃」、

「離線地圖」、 「擴增實境」以及 「遊
戲」等七個功能，旅客可自行設計行
程，亦可透過內建的遊戲獲取虛擬金
幣，在臉書（Facebook）和各地的朋友
分享遊歷澳門的樂趣。程式設有繁體中
文、簡體中文及英文版，有興趣者可於
旅遊局網頁(http://www.macautourism.
gov.mo/cn/ezone/apps.php)的連結或於
App Store 內 搜 尋 「感 受 澳 門
(Experience Macau)」免費下載使用。
而另一 Android 版本亦將稍後推出，以
供更多市民和旅客使用。

旅遊局推出
「感受澳門」 iPhone App

第十二屆澳門美食節 美食多籮籮

透過古靈精怪的演出地點、出
乎意料的演出手法來發揮藝穗精
神，以有限資源作無限創意，讓本
澳文化藝術達至 「全城舞台，處處
觀眾，人人藝術家」為目標，為期
16 天的 「第十二屆澳門城市藝穗
節」，將於本年11月10日至25日，
以熱鬧的藝術氣息在澳門各區各處
舉行，借助本地城市特色，使澳門
成為不一樣的文化藝術都市。各項
節目的設計主要分為五大類型，包
括本地及外地演出、大眾能直接參
與的活動、講座及工作坊、推廣式
活動、跨域的交流計劃。

今年澳門城市藝穗節的節目種
類多樣，涵蓋巡遊、音樂環境劇
場、媒體手作藝術、光繪影像、音

樂劇場、黑盒劇場、音樂與裝置、
小丑與化學實驗、展覽、紀錄片放
映、繪本欣賞、學校巡迴、行動與
錄像拍攝、互動說故事、人偶環境
劇場、舞蹈劇場、社區導覽及藝術
旅遊等，合共 60 個演出及活動，共
96 場，還邀請來自英國、法國、挪
威、澳洲、巴西、葡國、新加坡、
日本、香港、台灣等地的演出者參
與。

本地及外地團體
落力演出

由本地首個暗黑舞踏藝團 「以
太舞踏劇場」邀請日本優秀舞者川
本裕子來澳編舞演出，並與多位內
地及香港的藝術工作者一同參與表
演的《遊園》，為觀眾展現正統的
土方巽舞踏體系。

此外，還有來自英國、曾破世
界紀錄的一人樂隊 Peter Moser 將為
藝穗大巡遊舉行創意工作坊、融合

化學實驗和搞鬼演出的法國小
丑、旅居澳門的
澳 洲 藝 人 Anni
Ha 從另一角度反
觀城市、恨嫁女子
上演街頭求婚進行
曲、疑幻疑真的補
習班上課式演出、
以偶戲發掘韓國另類
非哭喪的棺材文化、
黑羊樂隊用貨車將音

樂速遞到澳門大小角落……每個節
目都充滿創意，令人眼界大開。

跨地域的交流計劃
大家經常說，藝術源於生活，

今年的城市藝穗節可以說是很好的
例子。藝穗節以 「城市」為主題，
讓市民透過藝術進一步了解我們的
城市，用不同的角度觀察、體驗、
思考我城之美。在跨域的交流計劃
裡，其中一個系列活動 『送海─海
洋文化交流計劃』，將邀請澳門、
香港和台灣花蓮三個城市的文化藝
術工作者，帶領大眾以知性與創意
兼備的方式，親近、反思與澳門小
城發展唇齒相依的海洋發展，即：
召集藝術工作者及義工到海灘檢拾
海上的漂流物開始，再發展成演
出、展覽、紀錄片放映、音樂會、
講座、工作坊等，內容結合了生態
教育、城市發展反思和藝術創作，
令人更關心澳門的未來。

講座及工作坊
今年城市藝穗節將會推出共 12

場的電影、工作坊及表演到多個學
校作巡迴展示，例如在 「天神巷」
演出的即興互動戲劇《恨嫁》；而
黑 羊 樂 隊 的 音 樂 節 目 《 黑 羊 速
遞》，則以音樂快閃形式，以貨車
穿梭於大堂區及風順堂區，將音樂
速遞到路人面前。部分節目及工作
坊需要購票，門票於廣星電腦售票
網發售。

第十二屆澳門城市藝穗節又來啦！

11月1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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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道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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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道解封

檢查賽道

新濠天地澳門GT杯──賽前熱身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賽前熱身

新濠天地澳門GT杯──12圈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兩回合各9圈（兩回合
之間設15分鐘歇息）

特備節目

舞獅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15圈

11月17日（星期六）
06：00

06：30

07：30

08：20

09：50

11：20

12：50

14：00

15：30

18：30**

賽道封閉

07：00

07：50

09：20

10：50

12：20

13：10

14：50

16：30

賽道解封

檢查賽道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第四十六屆大賽──賽前熱身

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10圈

太陽城集團澳門路車挑戰賽──10圈

澳門電訊房車杯──12圈

新濠天地澳門GT杯──排位賽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選拔賽──10圈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第四十六屆大賽──15圈

11月16日（星期五）
06：00

06：30

07：30

08：30

09：20

10：10

11：00

12：15

13：05

13：55

14：35

15：25

18：30**

賽道封閉

07：00

08：15

09：00

09：50

10：40

11：45

12：45

13：35

14：15

15：05

16：15

賽道解封

檢查賽道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第四十六屆大賽──排位賽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練習

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排位賽

太陽城集團澳門路車挑戰賽──排位賽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練習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練習

澳門電訊房車杯──排位賽

新濠天地澳門GT杯──排位賽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排位賽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排位賽

11月15日（星期四）
06：00

06：30

07：30

08：55

09：55

10：55

12：00

12：50

13：50

14：40

15：50

18：30**

賽道封閉

07：00

08：30

08：30

08：30

11：40

12：30

13：30

14：20

15：10

16：35

賽道解封

檢查賽道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第四十六屆大賽──練習

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練習

太陽城集團澳門路車挑戰賽──練習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練習

新濠天地澳門GT杯──練習

澳門電訊房車杯──練習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澳門東望洋大賽── 「澳博」 特約──試跑

「澳博」 澳門格蘭披治三級方程式大賽──排位賽

澳門格蘭披治電單車──第四十六屆大賽──排位賽

▲ 「全城舞台，處處觀
眾，人人藝術家」 為本屆藝
穗節的主題和目標▲

第十二屆澳門城市藝
穗節將於11月10日至25日
舉行

英國著名舞台藝術攝影師克萊夫·
巴達（Clive Barda）善於捕捉 「決定
性的瞬間」，把音樂家們一瞬間的神
態及特質以影像定格保存起來，他的
作品往往讓觀眾一見難忘，並曾為世
界上許多傑出的古典音樂家及享負盛
名的歌劇拍攝記錄，包括大提琴家賈
桂林．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
意大利指揮家里卡多．慕提（Riccardo
Muti）、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盧奇亞
諾·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及

音樂劇《歌聲魅影》世界首演等。
《顯露！克萊夫．巴達攝影回顧

展》已於十一月一日在塔石藝文館公
開展出，精選克萊夫．巴達傑出作品
102幅，作品年代從一九六八年至二零
一一年間，內容十分廣泛，既有國際
著名歌劇演出及音樂會，也有舞蹈及
各式舞台排練的攝影作品，此外還有
兩幅九十年代於澳門拍攝的作品。
《顯露！克萊夫．巴達攝影回顧展》
是迄今為止在中國舉辦過規模最大的

英國文化藝術節 「藝述英國」的一部
分。而 「藝述英國」今年四月至十一
月期間在中國二十六個城市舉辦過百
場精采絕倫的活動，涵蓋所有藝術形
式。 「藝述英國」展現英國豐富多彩
且充滿創意的文化藝術。

《顯露！克萊夫‧巴達攝影回
顧展》展期由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九
日，塔石藝文館開放時間由上午十時
至下午七時，免費入場，歡迎公眾前
往參觀。

顯露！克萊夫‧巴達攝影回顧展

克萊夫．巴達攝影回顧展，展出了他在澳門
拍攝的照片

▲ 美食節提供
世界各地特色美食

▲美食節設多個極具娛樂及挑戰性的遊戲區

▲設多項主題的美食節讓人感受嘉年華的氣氛

▲

格
蘭
披
治
電
單
車

大
賽
刺
激
度
爆
燈

▲

三
級
方
程
式
大
賽

是
每
年
大
賽
車
的
焦
點

▲ 「澳博」 特約贊助之第五十九屆澳門格
蘭披治大賽車將於11月15至18日正式開跑

▲ FIA世界房車錦標賽起步一刻場面震撼

▲

三屆世界冠軍伊
雲‧梅拿被隊友侯夫及文
奴超越，地位笈笈可危

▲第12屆澳門美食節將於11月
9日至25日假西灣湖廣場舉行

「感受澳
門 」 iPhone
App 已正式推
出

娛樂 教育 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