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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同年月日 世紀最後難忘同年月日 世紀最後1212三連三連

對新人迫爆註冊處

要在 100 年後才可再遇上 「121212
」好日子，因此近 700 對新人，昨日趁良
辰吉日 「拉埋天窗」，入境處各婚姻登記處
昨天所提供的132個註冊名額，一早已被人訂
滿，比去年 「11．11．11」六條一的情況更誇
張兼踴躍。

易記．圓滿．循環
昨日天公造美，天空放晴，早上在金鐘紅棉路婚

姻登記處亦洋溢濃濃愛意，辦理註冊手續的新人源源不
絕。 「我愛你！」、 「愛你一生一世」等的 「愛的宣言
」不絕於耳。拍拖 10 年的葉氏夫婦希望，在世界末日
「12 月 21 日」前結婚。葉太笑言， 「早在 09 年 9 月 9

日及10年10月10日已向丈夫 『迫』婚，但一直未有實
行，我們想選擇一個有特別意思的日子，而12年12月
12日是本世紀最後一次，才可以 『迫』婚成功。」

同樣選擇在 「121212」結婚的楊生覺得， 「12」這
一組數字有圓滿、循環的意思，因此選
擇這天。 「婚姻登記處在今年8月29日
開始辦理登記手續，當天早上7時起床
，在電腦前準備，8 時正開始鍥而不捨
不斷嘗試登記，整個過程十分順利。」
楊太說，昨日的酒席已爆滿，要等明年
才可以補擺喜酒。

在中環大會堂婚姻登記處，有新人
沒有穿禮服，只穿情侶T恤，選擇在中
午 12 時 12 分行禮；亦有新郎是昨天生
日，令婚禮有雙重意義，並承諾照顧太太一生一世。同
時，有人選擇在早上 9 時 45 分結婚，寓意夫妻關係長
長久久，並表示 「121212」日子很特別，容易記起。

婚宴爆滿 證婚律師忙
為讓新人締造畢生難忘的盛大婚禮，山頂廣場昨日

在頂層為 12 對新人舉辦歷史性的浪漫婚禮。廣場更為
新人送上心形結婚禮盒，包括有龍鳳繡花鞋、音樂盒、
首飾。因昨日為結婚大好日，不少婚宴場地早就爆滿，
香港婚禮管理協會會長鄺虹表示，平日一般只有兩個婚
宴，但昨日就有 20 多場婚宴。律師鄭家富表示，昨天
擔任證婚律師 「由早做到晚」，比平日多出兩至三倍。

雖然昨日 「121212」為百年一遇的好日子，但根據
入境處的數字，昨日接獲當天結婚通知書合共有696份
，遠較 2011 年 11 月 11 日的 「六條一」光棍節的 1002
份，及代表 「十全十美」的2010年10月10日859份為
少，但較寓意「長長久久」的2009年9月9日426份多。

本世紀最後一個年、月、日相同的好
日子 「2012年12月12日」 ，全港共有
696對新人選擇昨天這個別具意義的
日子，分別在5個婚姻登記處行禮
。 「121212」 寓意 「要愛要愛」
，是非常易記的佳日，加上意頭
好，故甚為 「搶手」 ，有新郎早
在3個月前早上7時起床，不斷
在網上嘗試登記，終抱得美人
歸。

本報記者 李盛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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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12 月 12 日
是佳偶天成的好日子，荃灣捐血站藉此吉日
為八年前在此處相識的捐血戀人徐逸傑先生
和伍芷韻小姐舉辦結婚註冊儀式，同時亦開
展 「1212 二人一心結伴捐血大行動」，鼓
勵市民捐血。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的
顧問醫生李卓廣表示，本港今年超過 23 萬

市民捐血，較去年增長5%。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昨日在荃灣捐血站舉辦

「1212 二人一心結伴捐血大行動」，鼓勵市民相約捐血，
並培養恆常捐血的習慣。活動亦邀請一對八年前在此處相識
的捐血戀人徐逸傑和伍芷韻出席，並為他們於荃灣捐血站舉
辦結婚註冊儀式，二人隨後更以夫婦身份一起捐血。

首次參與遇終生伴侶
新郎徐逸傑表示，2004 年，他在十六歲生日那天，由

媽媽陪同，於荃灣捐血站捐出 「生日血」，彷彿命中注定般
，他在等候的過程中與新娘結識，雙方互換電話並開始約會
。八年後，這對情侶於今年年初決定步入婚姻殿堂。他說，
希望以捐血行動關心社會，冀社會有更多正能量。新娘亦呼
籲市民與親友一起捐血，體驗奉獻助人的喜悅。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的顧問醫生李卓廣表示，本
港今年共有逾23萬市民捐血，較去年增長5%，亦較預期的
3%多，預計明年捐血人數將保持約3%的增長。他稱，血液
越新鮮對病人越好，因此鼓勵市民恆常捐血，16至65歲的
健康人士都可以捐血，男士每3個月就可捐一次血，女性則
是每4個月。

紅十字會輸血中心亦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以鼓勵市民捐
血，如聖誕節前後（12月15日至1月3日期間），輸血中心
將為熱心捐血的市民送上 「暖暖頸巾」，李卓廣說， 「紅十
字中心成立60年來，感謝市民無償捐血，對於病人來說，
市民捐出的血液就是他們最好的節日禮物。」

出席此次活動的還有前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香港紅
十字會輸血服務管制委員會主席蔡永忠先生，他們都表示期
盼今次活動為社會營造更積極的捐血氣氛，讓更多病人受惠
，蔡先生更是與一對新人在註冊儀式後一起捐血。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
「121212」佳日過後，明年仍有不少好

日子，1 月 1 日至 4 日便是結婚旺日。
今年龍年雙春兼閏月，農曆年過後卻
是盲年，即不宜嫁娶，婚禮顧問表示
，有人為當上 「龍年」新娘，趕在農
曆新年前結婚，不過明年其實不乏個
別 「好日」，有準新人甚至已預訂
2014年年底結婚的日
子。

婚禮顧問歐惠芳
表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4 日是結婚旺日
，1 月 1 日是新一年
的好開始，日子又容
易記，不少新人已準
備當天出嫁；1 月 2
日在中國人傳統用以
揀選黃道吉日的通勝
顯示，這天 「宜嫁娶
」，稱上是 「超好日
」。

「1 月 2 日可說
是龍年完結前的好日

子之一，而 1 月 3 日及 1 月 4 日寓意一
生一世的意思，所以該數天的檔期亦
相當旺場。」她說，今年是龍年，加
上雙春兼閏月，有人為趕及做龍年新
娘，年廿七、年廿八的日子，都會有
人結婚。

明年是盲年，一般人認為不宜嫁
娶，但歐惠芳說，當中都會有好日子

，如 2013 年 12 月 7
、8、28 日。 「因
應今年經濟市道轉
好，加上好年，結
婚的新人比往年增
加 20%，不過明年
的結婚消費情況，
仍要待明年經濟而
定。」她表示，有
新人早已預訂 2014
年年底的日子，因
此她對未來婚嫁市
場抱觀望態度。

婚禮顧問醒你盲年好日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報人力資源分配
方案供應商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成為全球跨國
外派員工生活費用第32高的城市，排名按年急升
26位，維持在亞洲第9位。香港的全球排名更高
於紐約曼哈頓及巴黎，調查機構認為，主要受香
港物價及貨品上升影響。日本東京仍高踞亞洲及
全球最昂貴生活費用城市首位。

發展及人力資源分配方案供應商ECA按照今
年 3 月及 9 月的一籃子日常貨品及服務價格，包
括糧油雜貨、奶類、肉類、新鮮蔬果、飲品、雜
貨、衣服、電子貨品及外出用膳等，計算駐全球
400 多個城市外派員工的生活費用。結果顯示，
香港全球排名由去年的 58 位急升至 32 位，雖低
於排名 22 位的北京、26 位的上海，但已貼近排
31 位的新加坡，並高於 36 位的紐約曼哈頓及 42
位的巴黎。

ECA亞洲區域總監關禮廉表示，外派員工的
日常生活成本受通脹問題、商品供應及匯率影響
，過去12個月，香港的一籃子貨品及服務價格上
升6.7%，高於亞洲平均增幅6.5%。另外，由於港
幣與近日走勢凌厲的美元掛鈎，企業派駐員工到
香港須提供相對較高的薪酬福利。

在亞洲，香港與去年排名一樣，位列第 9。
亞洲有9個城市打入全球前50名，相對2009年增
加 5 個，東京仍高踞區內及全球榜首。北京上升
13 位，位列第 22；上海躍升 15 位，佔第 26 名。
廣州（第 56 位）及深圳（第 59 位）等其他內地
城市排名亦有上升。一些東南亞城市，如雅加達
和曼谷的生活費相對較低，分別排名123及163。
關禮廉指出，內地通脹情況仍較全球其他地區嚴

重，加上人民幣升值，中國地區生活成本日趨昂
貴，可能削弱中國在亞洲應有的競爭優勢。

值得留意，由於住宿、公用設備、買車費用
和學費一般會在外派人員待遇中另作補償，故不
包括在此調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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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嶺南大學
連續第8年發表 「香港快樂指數調查」，以
100 分為滿分，今年港人的快樂指數是 70.5
分，較去年輕微下跌 0.8 分。月入 3 萬至 4
萬元的夾心家庭，快樂指數是眾多收入組別
中最低，只有66.9分。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 11 月 8
日至 13 日，訪問 926 名 21 歲或以上的市民
，結果發現，受訪者的工時太長、財政壓力
大，是導致他們不快樂的主因。當中，已婚
人士普遍比單身受訪者快樂，值得關注的是
，30 歲以下的已婚人士需要承受較大的生
活壓力，他們比同齡的單身人士較不快樂。

而家庭主婦、退休人士及學生的快樂指
數，較全職工作或失業人士為高。另一方面
，每周需要工作50至59小時，及60小時或
以上的受訪者，他們的快樂指數是在各個工
作時數組別當中最低，分別為6.81分及6.71
分。

若按收入組別劃分，調查結果顯示，家
庭月入4萬元或以上的受訪者最快樂，但家
庭月入3萬至4萬元的香港人最不快樂，只
有66.9分，比去年下跌近10%，快樂指數甚
至低於月入不足1萬元的家庭。不過與此同
時，無任何收入的家庭，卻較月入不足1萬
元的家庭更快樂，嶺大調查估計，這是由於

無收入的家庭大多正領取綜援，與工時長並
隨時有被解僱危機的基層低收入人士相比，
承受的焦慮及財政壓力反而較輕。

同時，調查亦問及市民對公共政策和公
共醫療服務的滿意度，以 10 分為最高計算
，前者的分數由去年的 4.69 分輕微上升至
4.77分，而後者則由5.67分顯著跳升至6.18
分；表示港人對政府整體施政稍為不滿（滿
意度低於6）。

月入四萬家庭最快樂

大日子再捐
獻血結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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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CA

全球排名（去年排名）

日本東京（1）

日本名古屋（4）

挪威奧斯陸（2）

安哥拉羅安達（11）

日本橫濱（6）

日本神戶（10）

委內瑞拉卡拉加斯（13）

挪威斯塔萬格（8）

瑞士蘇黎世（5）

瑞士日內瓦（3）

香港（58）

▶馮氏夫婦選
擇在 12 年 12
月 12 日 12 時
15分註冊，寓
意 「要愛要愛
」 ，並承諾愛
對方一生一世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楊氏夫婦表示， 「12」 這一組數字有圓滿、循環的意思，因此選擇這天結
婚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伍芷韻（右）和徐逸傑（左）在2004年12月12日
因在荃灣捐血站認識，8年後在同一地點舉行婚禮及
一同捐血

◀一般人認為盲年
不宜嫁娶，其實盲
年都有好日子

▲調查顯示，家庭月入4萬元或以上的
受訪者最快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