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連四天的香港冬季購物節及冬日美
食節昨開鑼。受通脹影響，有參展商指，
食材成本上升四成，但為收宣傳成效，明
知虧損也推一毫龍蝦及一毫鵝肝多士，有
參展商還推出一元罐頭鮑魚應節。由於寒
冷天氣會吸引市民入場選購火鍋配料，生
意額較去年上升12%。大會預計，整體入
場人次逾百萬，內地旅客人數比去年增加
10倍，營業額增長兩成。

本報記者 鄧如菁

一毫龍蝦一元鮑60秒搶光
購物美食節開鑼陸客勁升十倍

港女郵差變身聖誕老人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A15港聞責任編輯：黃穎華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 「聖誕老人，你可否給我一張簽名照？
」 「我家中沒有煙囱，你能進來嗎？」幻想力豐富的小朋友，可以想出
更多千奇百怪的問題，期待聖誕老人回覆。香港郵政今年已收到5,600封
寄給聖誕老人的信。除了本地來信，近年亦多了內地和台灣的小朋友和
成人跟香港的 「聖誕老人」做筆友。不論小孩或成人，筆友都可以願望
成真，收到 「聖誕老人」的親筆回信。

內地女孩繁體字寫信
郵務員黃諾汶是聖誕老人 「代言人」之一，她談到一位來自內地的

12歲小妹妹，第一次以繁體字寫信，就是寫信給香港的聖誕老人，信中
還附上一幅寫有 「中國龍」的書法，是她父親的作品。黃諾汶大讚小妹
妹的字體，給她打了90多分。還找來熟習中國書法的同事，同樣以一幅
「香港心」書法，連同聖誕卡一同寄回給他們。

另一位協助聖誕老人回信的郵務員葉雅倩表示，在眾多來信中，最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男朋友」以電腦打出來的英文信。 「他曾向
已分手的女朋友作出承諾，會寄信給世界各地的聖誕老人。雖然他們已
不再是情侶，但他仍信守諾言：列出多項溫馨提示，要求聖誕老人代他
寫一封信，將愛意和祝福送給在外國讀書的前度女友。」

聖誕任務繁重囑保重身體
第二年參與這項聖誕任務的黃諾汶表示： 「打開來信，便有如拆開

一份禮物，每封信的內容都不同，有來信者更說，知道聖誕老人在聖誕
節時會很忙，叮囑我們要小心身體，令人感到很溫暖。」

葉雅倩則希望收信人能感受到 「聖誕老人」的心意，知道 「聖誕老
人」有細閱信的內容，並逐一回覆，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祝大家 「聖誕快
樂」。很多小朋友都愛在聖誕卡上繪畫， 「聖誕老人」回覆時也會把小
朋友想要的禮物，畫在卡上。

至於如何寄信給聖誕老人？很簡單，只要在信封上寫上 「聖誕老人
收」便可，當然別忘了寫清楚回郵地址和貼上足夠郵票。只要在12月底
前寄出的信，都可以收到聖誕老人的親筆回信。

讓內地港台大人小孩願望成真

香港冬季購物節及冬日美食節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入場費
查詢電話
資料來源：香港亞洲展覽（集團）有限公司

即日至26日
上午10時至下午9時（24及25日）；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26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1號館及3號館
10元
25919823

【本報訊】香港冬日美食節吸引不少市
民到場搶購心儀食品，同場首次舉辦的 「國
際品酒嘉年華」人流量卻大相逕庭。有參展
商坦言，對人流感失望，預計一連四天的營
業額較預期少30%；亦有參展商不滿主辦單位
以圍欄隔開兩區，令入場市民遠遜於預期，
明年未必再參展。

香港冬季購物節及冬日美食節舉行期間
，主辦機構香港亞洲展覽（集團）有限公司
同場舉辦 「國際品酒嘉年華」，入場門票原
要 50 元，後來大會近下午 2 時宣布，市民可
憑冬季購物節門票免費入場，但場內仍是門
堪羅雀。

展商之一的六形酒方營業經理盧敏釗表
示，雖然首次參展，但對入場人流感 「少許
失望」，原本預算每天營業額可達80000元，
「現在只可以打七折！」他說，參展期間會

推出不同優惠吸引顧客，譬如場內冰酒售價
便宜30%，由平均每支500元，減至380元。

參展商一元紅酒救市
另有酒商不滿主辦單位宣布免費入場後

，仍用圍欄區分隔美食節及品酒嘉年華兩區
域， 「市民見有欄都會以為不准進入，所以
現在毋須收費人流都唔夠多。」酒商說，過
往亦曾參與美酒展覽，認為今次大會未能配
合參展酒商，感到失望。

參展商永純酒窖董事陳創傑則相信，人
流稀少會隨着免費入場而改善，而他們每日
下午3時會推出一元一支士多啤梨紅酒，限量
15 支；另有福袋售賣，內含三支酒及品酒用
品，由原價約600至1000元，減至一律200元
，限量30個，反應好會再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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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居民出行、醫療小貼士
出行

港島區交通安排

分階段封路

行人專用區

封路

九龍區交通安排

分階段封路

公共交通

醫療及保健

門診

公立醫院
急症室

醫管局假日健康貼士：着足夠禦寒衣、進食熱食物、多做運動以
保持體溫、避免長時間處於戶外及被強風吹

（甲）蘭桂坊

24日下午六時起：德己立街；威靈頓街一帶。

（乙）遮打道行人專區
24日晚8時至26日晚上11時59分，遮打道將闢作
行人專用區

（丙）維多利亞公園

駱克道、東角道及記利佐治街

24至26日每日下午6時起：告士打道支路南北行
線；糖街；百德新街一帶。

首階段──24日下午6時開始：

紅磡繞道；公主道連接路；梳士巴利道東西行線；
以及尖沙咀東部道路。

次階段──24日下午6時30分開始：

九龍公園徑；梳士巴利道；天星渡輪碼頭巴士總站
所

所有位於受封路影響範圍的車站暫停使用，有關車
站將改設於渡華路巴士總站或位於加連威老道的尖
沙咀東臨時巴士總站

如常服務（25、26日）

如常服務（25、26日）

第 10 屆香港冬季購物節及冬日美食節昨日起，
一連四天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逾百人早於上午
10 時開幕前在會場外排隊輪候，其中排首位的市民
早上七時已到，準備用數萬元辦年貨，購買燕窩及海
味等。另有大批市民則紛紛跑到一毫龍蝦或一元罐頭
鮑魚攤位搶購，不消一分鐘已經售罄。

成功搶購一毫龍蝦的張小朋友顯得十分興奮，笑
言要 「慢慢品嘗」。其母張太也謂，兒子平日愛吃刺
身、帶子等，他已預備500元積蓄掃貨。

食材貴檔主蝕賣當宣傳
龍蝦燒負責人容冠華表示，美食節每天預備了

30隻一毫龍蝦和30份一毫鵝肝多士，讓入場市民分
別於早上 10 時及晚上 7 時選購，其他串燒食品亦比
店舖便宜三成。他說，今年食材來貨價增幅不少，
「肉類一年加兩成，海鮮更不止，扇貝、象拔蚌已上

升三至四成。」在通脹影響下，串燒的售價已上升約
15%，但他謂，串燒店的競爭愈來愈大，也不敢大幅
加價。他續說，今次已第二年參展，去年整體虧損近
5 萬元，今次推出的一毫龍蝦，成本更逾 40 元，預
料今年 「蝕住做」， 「當廣告開支，但亦希望今年
可以蝕少一些。」

另一搶購焦點是一元鮑魚，每天約上午10時及
下午 3 時，分別限售 50 罐。該參展商海寶物產有限
公司負責人何國棟表示，通脹下， 「成本上升人人
有份，唯有當廣告宣傳，益街坊，但不會上調價格
。」他指，雖然工展會同期舉行，但近日氣溫急降
，預計市民會到室內地方購物，加上攤位售賣火鍋
配料及醬料，相信有不少入場人士選購。而昨日早
上人流理想，預計今年生意額較去年上升10%至12%
。他續說，場內產品平均較市價便宜兩成，部分更
便宜一半，包括煙三文魚及雞翼餃子。

大會設專車接載內地客
參展商新聯食品有限公司則推出免費試食原粒

肉丸。該公司董事經理陳俊傑表示，已預留2萬至3

萬粒肉丸供試食，有需要時會加碼。面對食材上漲，
牛肉也加價，今年肉丸售價也比去年輕微增長， 「上
年50元3包，今年100元5包。」但他指，天氣寒冷
，不少市民會選購火鍋配料，預計生意額比去年增加
一至兩成。

購物節及美食節截至昨午 4 時，已吸引逾 13 萬
入場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8%。

主辦單位預期，今年入場人次逾百萬，營業額有
兩成增長。大會每天安排九輛專車，接送過千名內地

旅客來往深圳灣及會場，相信入場的內地旅客比去年
增加 10 倍。來自深圳的吳小姐與談小姐首次入場，
打算花一、二千元，購買衣服及護理用品，相信場內
貨品質量有保障，但她們認為價格與內地相若，而且
場地較細，貨品款式較少。港人張先生一家四口昨早
入場，預計花二千元購買凍肉、海鮮等，但張太指，
場內售價與市價相若，急凍三文魚更比去年貴 10 元
，加至130元一包。

【本報訊】冬日美食節會場最受人歡迎的節
目，非試食莫屬，會場內既有酒店級雪糕免費試
吃，亦有日本全國冠軍級拉麵可供品嘗。參展商
天高株式會社的 「富山拉麵」過去四年於東京拉
麵秀比試獲四連冠，昨趁香港冬日美食節舉行期
間作試點，向港人推廣，明年再於銅鑼灣區開店
，預計展期生意額可達30萬元。

今年58歲的天高株式會社會長栗原清學做拉
麵20年，憑着富山拉麵，於過去四年參與日本全
國拉麵比試東京拉麵秀均獲得 「日本一」榮譽。
每次對賽的拉麵店有30至40間，當中更包括已在
港開店的 「豚王」及 「一風堂」。他認為，本港

在東南亞地區中具推廣拉麵潛力，決定明年於銅
鑼灣區開店，趁今次美食節期間作試點，介紹予
港人認識。富山拉麵原價約70元，場內售價則每
碗50元，他預計一連四天的營業額可達30萬元。

同 是 首 次 參 展 的 本 地 雪 糕 參 展 商 XTC
Gelato 營運經理張先生表示，其雪糕材料是由外
國進口，而且天然、沒有防腐劑，平日供應予四
季酒店及洲際酒店。他說，雖然近日天氣轉冷，
但認為港人吃雪糕的習慣不受天氣限制，不擔心
銷情會受影響，預計每天生意額有 2 萬元。美食
節期間除提供免費試食外，小杯裝雪糕亦由原來
30 元一杯，減至 100 元五杯，今天平安夜亦考慮
再割價，大杯裝雪糕連冰袋套裝由昨日的 110 元
減至100元。

四冠拉麵王參展試水溫

【本報訊】實習記者周涵報道： 「大家認為無用
的東西並不是真的無用」。一些由原本棄置在堆填區
的廢棄布料經過循環再造製成的隔熱手套、索繩袋等
環保家居用品和飾物，將於聖誕期間推出市場。

根據環保署的資料顯示，過去每天都有大量的紡
織廢料被棄置於堆填區。為了善用這些碎布料，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與聖雅各福群會，以及工業界合作推出
了 「紡織品升級再造計劃」。知專學院的學生提供產
品的設計，而聖雅各福群會的學員負責生產。目前，
已有杯墊和牛仔襟花這兩款產品在紅白藍 330 和
Greenladies 這兩間社企出售，所獲收益將全部用於慈
善。

目前在售的杯墊上繡了 「靚」 「like」等字眼，以
表達 「正面香港」的主題。而杯墊的邊緣則是用各種
顏色的線手工刺繡的條紋做裝飾，看起來既美觀又有
意義。這些裝飾的刺繡工作全部是由福群會的學員手
工完成的。

聖雅各福群會的業務經理陳家裕說，外界對弱能
人士常常強調他們的 「弱」。可是弱能人士也有他們
的 「強」。很多顧客讚美他們的產品做得很漂亮。而
學員從這種讚美中得到的快樂，是社工怎樣也做不到
的。

今年57歲的何太擁有40幾年的車衣經驗，目前在
福群會做義工，負責教學員們製作產品等工作。她說
，每天在這裡好開心。因為她好喜歡這些學員，覺得
他們學東西好快。

知專設計學院參與設計的學生甄兆瑋和冼寶儀也
表示，作為學生，他們的視野範圍有限，在設計時很
多事情考慮不到。但與福群會學員的合作讓他們學到
了很多。例如，在與學員互動時，溝通非常重要。
設計一定要與生產的實際情況相匹配。以前設計的
產品，沒有經過市場檢驗，好不好不知道。但這個
計劃給了他們一個很好的平台去重新認識自己的設
計。

廢布料翻新成家居用品
【本報訊】實習記者鄧碧輝報道：為裝飾

聖誕節，有機構估計今年約有2000棵聖誕樹入
口，總體積相等於50部雙層巴士，但聖誕樹的
歸宿卻是堆填區，為減輕堆填區的壓力，香港
環境保護協會發起 「聖誕樹回收大行動」，預
計可回收10噸木材再造為建築工程用的人造板
，並呼籲市民用人造聖誕樹取代真樹。另外，
天文台預計今晚天氣寒冷，提醒外出歡度佳節
市民要做好防寒措施。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的調查發現，今年本港
入口約2000棵木材聖誕樹，節後會被直接送去
堆填區棄置，極為浪費及不環保，而全港最高
的真木聖誕樹現擺放於中環滙豐銀行總行，高
28呎、樹齡達20年。協會將由聖誕結束後至下
月10日，開展為期2星期的聖誕樹回收計劃。

今晚氣溫低至九度
另外，受冬季季候風影響，天文台預計未

來一兩天天氣持續寒冷，一度發出新界北部的
霜凍警告。今日天晴及乾燥，早上天氣寒冷，
日間部分地區有陽光，氣溫大約9至15度，天
文台提醒市民到戶外活動需注意保暖準備。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聖誕舉家烘焙蛋糕，
對本港大多數低收入家庭來講，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
，但香港專業烘焙職業訓練中心校長黃文煒昨率領得
意門生，令夢想成真。在黃校長與學生指導下，一班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低收入家庭，體驗了親手炮

製蛋糕的樂趣。
沙田中心昨日邀請香港專業烘焙職業訓練中心，

為低收入家庭指導製作聖誕蛋糕。黃校長更率領自己
的女兒、12 月初獲得 「首屆香港國際烘焙展」冠軍的
黃錦榆和身兼牙科治療師的業餘麵包師傅王玉霞等，
擔任義務培訓師。參加活動的十歲小朋友陳善韻表示
： 「聖誕願望是吃聖誕大餐，以及假期後的考試能拿
100分。」陳太表示，自己來港未夠7年，以往過聖誕
都是拿社區中心的禮物送給子女。 「參加這個活動好
開心，滿足小朋友的聖誕大餐願望」。

雖然製作蛋糕對低收入家庭來講成本較高，但黃
校長認為： 「買材料自己做要便宜過店舖裡買成品。
且按香港現時的收入水平，就算是低收入家庭也可以
買得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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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家庭學焗蛋糕應節

▲尖沙咀海運大
廈外擠滿觀賞聖
誕燈飾的市民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色彩繽紛的燈
飾吸引市民拍照
留念

本報記者
林少權攝

▲酒商打算推出一元一支士多啤梨紅酒，吸引市民
本報記者鄧如菁攝

◀參加冬日
美食節的市
民搶購一元
一罐鮑魚

本報記者
鄧如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