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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車巡遊表演
2月10日農曆大年初一晚

上8時（尖沙咀）
●晚上7時開始街頭派對表演

、8時花車巡遊和來自全球
14個地區隊伍表演舞蹈、音
樂及國家級文化遺產節目等

新年煙花匯演
2月11日農曆大年初二晚

上8時（維多利亞海港上空）
●7時半有一場激光預演、8時

正式舉行煙花匯演，出動3
艘躉船，發放2萬3千888枚
煙花，歷時23分鐘，首次加
插激光圖案效果，有金蛇圖
案在上空循環舞動

拜黃大仙
2月9日農曆年廿九早上7

時至通宵開放；2月10日農曆
年初一早上7時至晚上6時半
；2月11日農曆年初二至2月
24日農曆年十五早上7時至晚
上6時半（黃大仙祠）
●農曆年廿九上 「頭炷香」 和

參神、求籤

車公誕
2月11日農曆年初二晚上

8時至13日農曆年初四下午6
時（沙田車公廟）
●拜車公、求籤、攤位展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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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農曆年重頭節目之一，大年初一花車巡
遊，本年將有新亮點。13輛參與的巡遊花車將會
在尖沙咀街頭爭奇鬥艷 「行大運」，為市民慶賀
新春。當中，除了有花車為市民送上各地民眾的
祝福外，將首次出現以廚房作主題的花車。本土
品牌海洋公園則以水族館走馬燈主題花車參展。
巡遊期間，另有12支國際表演隊伍，表演舞蹈、
非洲鼓樂、花式搖搖等等助興，務求令節目氣氛
更熱鬧。

大年初一花車巡遊將於2月10日晚上8時舉行
，本屆巡遊主題為「開心香港，環球派對」。來自世
界各地、獨一無二的花車將會雲集香江，13部花
車、12隊國際、11隊本地表演隊，將會由尖沙咀
文化中心廣場出發，沿廣東道前往海防道，轉入
彌敦道，再從梳士巴利道前行至喜來登酒店外。

市民 「不可不看的花車」，有自來國泰航空
的花車，該花車以聯繫世界為主題，車上有一個
大熒幕，向市民送上不同國家及地區人士，對市
民的新年祝福。另外，首次參加巡遊的恒生銀行
及國際廚具品牌德國孖人牌亦不可不看。恒生銀
行以金銀滿屋為題布置花車，車上的 「恒生財神
」將會送予市民財富和幸福。海洋公園花車會把
水族館 「搬到」車上。車上置有一個走馬燈，把
水族館中魚蝦處處的景象展現出來。馬會派出的
花車，將有舞者手持金幣，合作表演動態屏幕。
而主辦單位香港旅遊發展局，將會派出 「糖果樂
園」花車象徵香港是個全天候開放的樂園，各地
旅客訪港都有新的驚喜。

本港農曆年 「傳統例牌節目」的年初二維港
新春煙花匯演，本年首次加入激光表演。市民欣
賞煙花同時，亦可欣賞投射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
心外牆的激光圖案，極盡視覺之娛。市民最佳欣
賞位置，是在維港面向尖沙咀的海岸。

年初二煙花匯演將在2月11日晚上8時開始，
維港中央將有3艘躉船發放2.388萬枚煙花，共分
八幕為時約23分鐘。首幕煙花以 「錦繡前程多歡
笑」為主題，煙火將會在夜空組成 「金元寶」、
「五片花」及 「8字帶柳環」等吉祥之物。為配

合蛇年，當中第三幕煙花 「財運亨通揚四海」，
更會以 「蛇」為主題，金色煙花會空中 「行蛇步
」，左右循環飛舞。第六幕的煙花技術最複雜，
紅綠黃三色煙花會在天空拼砌 「愛心」及 「和平
鴿」圖案。最後一幕 「煙花熠熠耀香江」將會連
續30秒發放煙花，絢爛繽紛，是為整個煙花匯演
的高潮。

自1985年開始的年初二煙花匯演，今日有大
突破，首次引入特技激光圖案表演。大會將安置
RGB三色激光設備，將激光投影至尖沙咀文化
中心外牆，配合晚空的煙花，外牆會出現靈蛇、
財神等圖案。期間，更有動畫人物大跳騎馬舞，
同時播放近期火紅全球的流行潮歌《江南Style》
，與煙花匯演交相輝映。

同日，在煙花匯演前，晚上7時30分，將有
激光音樂預演。市民如欲欣賞煙花，維港兩岸尖
沙咀、灣仔、銅鑼灣及紅磡繞道等都是上佳選址，
如要欣賞激光圖案表演，中環海旁為最佳位置。

為方便善信前往黃大仙上 「頭炷香」和參神
，黃大仙祠宣布於本周六即年廿九開始至年十五
期間延長開放時間，其中年廿九晚通宵開放，但
太歲元辰殿於年廿九及年初一暫停開放；而農曆
年初二為車公誕，也將吸引不少市民拜車公、轉
風車。期間警方會實施 「單向及潮水式」措施疏
導人群，分批讓善信進祠參拜。此外，屬蛇善信
於正月期間，可獲免費進入黃大仙祠太歲元辰殿
內參拜、攝太歲。

農曆新年到黃大仙祠和車公廟拜神，是香港
市民的主要新春活動。嗇色園主席黃錦財表示，
年廿九當晚，黃大仙祠不設求籤及跪拜區，善信
不能攜帶燒豬等大型供品入祠，祠內實施單向參
神路線及人潮管制措施，大殿平台劃分兩個 「頭
炷香」等候區，讓善信當晚輪候上香。

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間，祠外劃分為兩個輪候
區，分別可到黃大仙祠或太歲元辰殿參拜，大殿
平台求籤區和供品區會重新開放。為了響應環保
和維持道場的莊嚴，祠內禁止攜帶元寶蠟燭、生
油及大型香枝，亦禁止燃點大束香枝。

另外，屬蛇善信於正月（2月11日至3月11日
）期間，可獲免費進入太歲元辰殿內參拜、攝太歲
，次數不限，但需出示證件。黃大仙祠又推出智
能手機應用程式，增設WiFi無線上網服務，讓善
信隨時登入網頁，獲得祠內歷史和建築等資訊。

至於車公誕期間，由農曆初二晚上8時至農
曆初四下午6時，警方實施特別人群管理及交通
措施，方便善信前往沙田車公廟拜神。

迎新春重點節目介紹

昨午一道冷鋒橫過廣東沿岸地區，與其相
關的冷空氣會逐漸影響香港地區。天文台預料
，未來一兩日持續寒冷，至周一大年初二氣溫
稍為回升，預料天氣影響市民觀看大年初一花
車巡遊及大年初二煙花匯演的機會不大。下周
中期氣溫再度回落，市民要多加留意天氣轉變。

天文台表示，昨日有一道冷鋒橫過廣東沿
岸，相關的冷空氣正逐漸影響香港。預料今日
大致多雲，早上寒冷，有薄霧及一兩陣微雨，
氣溫介乎攝氏12至15度，吹5至6級的強勁的東
北風。星期日大年初一預測氣溫13至17度，日
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早上時間相當清涼，預料
不會影響市民欣賞花車巡遊。星期一大年初二
預測氣溫15至19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早
上天氣清涼，風勢方面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預

料當晚部分時間多雲，但雲底不會太低，下
雨機會不大，天氣影響市民欣賞煙花的可能性
低。

天文台預料，寒冷天氣持續至大年初一星
期日，周一及周二氣溫會稍為回升。下周中期
有一股東北季候風補充，展望星期三開始氣溫
會再度回落，市民應多加注意。

另外，民政事務總署
昨日已在各區開放共12
間臨時避寒中心，供有
需要的市民避寒。任何
人士如需入住避寒中心
，可致電28351473向民
政事務總署查詢。

今最低12℃ 料初二回暖

香港好運
龍去 來

▶逛年宵
成為不少
市民的指
定動作

新華社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先到荃灣沙咀道年
宵市場視察，她先往濕貨區一個花檔前逗留，檔主
向她介紹不同蘭花品種，其間林鄭曾稱讚蘭花 「花
型好靚」，當檔主向她介紹君子蘭時，她表現得甚
感興趣，並問 「花香不香」，檔主答 「少少香」，
林鄭月娥嗅了嗅，便以888元買下，更笑言 「做君子
好！」

林鄭逛年宵向市民拜早年
付款後，林鄭月娥詢問檔主的生意情況， 「有

冇信心賣晒？」檔主回應，只要不下雨，便有信心
把所有花賣光。她透露自己已在此擺檔7至8年，但
近年因來貨價及租金上漲，七除八扣後生意只是一
般，林鄭祝願她生意興隆！她再到另一花檔購買一
盤水仙，並到乾貨區其中一檔由勞工及福利局撥款
資助的社企揮春攤檔，購買一張寫有 「國泰民安」
的揮春，表達對本地年輕人創作的支持。其後她以
128元向一班大學生經營的禮品檔購買了一個小狗抱
枕。

林鄭月娥逛年宵期間，沿途不時有市民向她打
招呼，而親民的她亦有向市民報以微笑，不斷祝願
攤檔生意興隆。細心的市民計了一下，林鄭月娥前
後逛了20分鐘，花了約2000多元購買各種應節商品。

新春料818萬人次出入境
每逢新春假期，均是港人外遊佳時。入境處估

計，農曆新年出入境人流高峰期，由昨日開始至17
日共10天，料屆時將有逾818萬人次，經海陸空各出
入境口岸進出香港，按年增加11%。當中約有74%的
旅客，即603萬人次，會經各陸路邊境管制站進出香
港。其中羅湖及落馬洲支線仍是最繁忙的陸路口岸
，料羅湖平均每日有27.6萬人次進出；同時，落馬洲
、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管制站，預計期間每日平均
分別有8.6萬、12.2萬及9.4萬人次出入境。

入境處亦會聯同警方、海關及港鐵在羅湖管制
站成立聯合指揮中心，並與內地有關部門緊密合作
，確保過關人流暢順。當局呼籲出境旅客應及早計
劃行程，並避免在
繁忙時段過關。

龍含寶珠辭舊歲，蛇吐瑞氣迎新春
。今天年廿九，全港市民 「送龍迎蛇」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先到荃灣
沙咀道年宵市場再到天水圍，率先跟市
民拜個早年，再 「幫襯」 小商戶購買年
花及年貨，祝願小商戶生意滔滔。新春
節假，市民最高興的莫過於與親友歡聚
。除此之外，欣賞本港新年假期豐富多
彩的應節節目亦是一大樂事。年初一花
車巡遊，各國民俗聚香江；年初二煙花
匯演，萬千璀璨耀維港；年初三赤口，
市民齊到車公廟祈福轉好運。新春節目
多姿多彩，市民過得精彩，足以期盼新
一年的豐盈，香港繁榮安定！

本報記者 林曉晴

▲林鄭月娥到年宵攤位購買 「國泰民安」 的揮春，並向市民拜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