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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副刊編緝： 

新聞稿 ﹣即時發放 

 

人氣 TORO(多樂貓)玩轉數碼港聖誕嘉年華 

攤位遊戲、巨型充氣彈跳玩意、有獎比賽無限 Fun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 日 

 

 

(香港：2012 年 11 月 28 日) 源自 PlayStation® 遊戲的 TORO(中譯:多樂貓)將為數碼港聖

誕嘉年華 2012 帶來無窮歡笑，令大人小朋友都盡興而返！TORO 將成為今年數碼港聖誕

嘉年華的主角，由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 日，陪住大家玩盡一連串攤位遊

戲、欣賞精彩節目、參加比賽及抽獎，加上極受歡迎的數碼港週末藝墟，令數碼港成為適

合全家玩樂的節日好去處！ 

 

TORO特色攤位遊戲@全天候廣場 

歡樂旅程由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開始， 9 個全新的 TORO 特色攤位遊戲肯定讓你樂而忘

返，包括全港最大型、直徑長達十米的 TORO 主題遊戲「魔法圈圈樂」，參加者有機會贏

走每日送出兩部的 PlayStation® Vita 手提娛樂主機及其他豐富禮品。其他攤位遊戲包括「勁

射九宮格」、「籃球狂熱」、「飛越彩虹谷」、「雪山滾球」、「杯杯停不了」、「七彩樂投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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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神槍手」，獨家 TORO 禮品等你隨時拿走！ 

 

走過全天候廣場旁邊便是海景臺，各種可愛的小動物就在「小小動物農莊」等你！「小小

動物農莊」有平時在城市難得一見的山羊及小白兔。歡迎小朋友餵飼及與牠們一起拍照。 

 

想走到戶外尋找更多刺激及精彩節目？別心急，先到免費照相機前以設計可愛的TORO相

框留影吧！數碼相片更可即時透過電郵傳遞，隨時將在數碼港的歡樂與其他朋友分享！ 

 

彈跳樂園@數碼廣場 

節日的歡樂氣氛將延續至戶外的彈跳樂園，共7個大型充氣遊戲包括27尺高的旋轉大滑梯、

大型彈床及水上碰碰船，讓小朋友投入各類型冒險旅程！今年更特別為嬰兒設有“寶寶

1234ABCD＂充氣玩意，讓寶寶也來運動一下吧！還有精彩節目如雜技表演、薑餅先生大

巡遊及繽紛奏樂三人組等，再加上數碼港週末藝墟，戶外跳蚤市場出售各類精巧手工藝、

設計別樹一格的衣履與首飾配件，以及各類得意有趣的精品。 

 

每日送出多份豐富禮物 

巨型TORO 猜猜有幾高 

數碼港商場入口的巨型吹氣TORO有多高？你可參加“猜猜TORO有幾高＂遊戲，嬴走大

獎，當然不要忘記跟這趣緻巨貓拍照留念。 

 

玩遊戲，儲印花，帶TORO回家！ 

玩遊戲可儲印花換領獨家TORO精品。45個印花可帶走15吋高TORO毛公仔、35個印花可

換領TORO攬枕，如此類推。獎品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動感聖誕」攝影比賽 

將你跟TORO在數碼港聖誕嘉年華的歡樂時光拍下並參加攝影比賽可嬴取Mama’s Dear或

Wise Kids 港幣100元現金劵及川寧經典裝四格禮盒 (連四十片茶包)。   

 

EPS iDO幸運大抽獎 

以EPS每買10張遊戲劵可參加 EPS iDO 幸運大抽獎一次！豐富獎品包括旅遊禮劵（總值

港幣$12,500）、數碼相機、酒店套房住宿麵包機、餐飲或購物禮劵等。玩得越多中獎機會

越大，萬勿錯過！ 

 

「過去六年，數碼港聖誕嘉年華累積入場人次超過40萬，是極受市民歡迎的聖誕活動。」

數碼港營運總監麥傑夫先生表示：「今年我們很高興能以PlayStation® 的TORO為主

題。數碼港一向支持數碼娛樂業，能夠與業內領先品牌Sony合作，將極受歡迎的TORO

帶來數碼港，我們感到非常興奮。我們肯定今年以TORO為主題的數碼港聖誕嘉年華

會為訪客帶來更多歡樂時光！」    

 

數碼港聖誕嘉年華於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1日期間每日上午11至下午7時開放。 

查詢 3166 3111 

網址 funland.cyberpor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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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遊戲、比賽及禮品換領均受條款限制，詳情請參閱數碼港聖誕嘉年華推廣單張及張貼

於遊戲攤位現場之條款。 

 

＊＊完＊＊ 

 

 

相片下載（請以＂檔案總管＂開啓）：  

ftp://sayitloud@116.251.204.132 

login name: sayitloud 

password: ftp2012 

folder:   Cyberport Christmas Funland 2012 

 

 

關於數碼港商場 

數碼港商場位處數碼港的中心地帶，總面積超過 27,000 平方米，設有豪華舒適的電影院、

特色精品食肆、各類生活時尚零售店舖及大型超級市場，是港島南區罕有的高級購物消閒

中心。 

數碼港商場以劃時代而創新的意念為設計藍本，建築風格融合了自然與科技，並結合零售、

娛樂、趣味教育及展覽等元素，數碼港商場為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帶來嶄新的娛樂和消閒

體驗，更為區內社群提供暢聚、舒展身心、休憩以及營商的理想環境。同時，數碼港商場

內配備先進完善的多媒體設施及無線網絡，顧客可隨時隨地接收新聞及最新資訊。無論身

處數碼港商場內任何角落，一樣連繫無間。 

 

媒體查詢及訪問詳情，請聯絡 Say It LOUD 

黃曉文(Venus Wong)  電話：9225 7116  E-Mail: venus@sayitloud.com.hk 

陳家賢(Crystal Chan)  電話：9468 6388  E-Mail: crystal@sayitloud.com.hk 

林憶蘭(Venus Lam)   電話：9364 0759  E-Mail: info@sayitloud.com.hk 

mailto:venus@sayitloud.com.hk
mailto:crystal@sayitlou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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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購票須知 

日期: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  

地點: 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數碼港 2 座 4 樓數碼廣場 

 

購票優惠: 

 數碼港聖誕嘉年華遊戲劵每張售價$10，各遊戲所需遊戲劵數目不同，每次需用一至四張。 

 以 EPS 於數碼港商戶消費滿$200 (最多 2張 EPS顧客付款存根)，即可獲贈免費遊戲劵兩張。 

 免費遊戲劵可於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1 日期間於數碼港現場換領。 

 

其他優惠: 

 禮品換領 

玩遊戲即可儲印花換領獨家 TORO 精品。禮品先到先得，換完即止。 

45 個印花:  15” TORO 毛公仔 

35 個印花:  12” TORO 攬枕 

 

 EPS iDO 幸運連環大抽獎 

以 EPS 每買 10 張遊戲劵（同一交易），即可同時參加 EPS iDO 日日大抽獎及 EPS iDO 終極

大抽獎！ 

每日奬品包括 TORO 日本直送福袋（每日三名） 

終極獎品包括旅遊禮劵（總值港幣$12,500）、數碼相機、酒店套房住宿及麵包機等。 

 

 「動感聖誕」攝影比賽 

將你跟 TORO 在數碼港聖誕嘉年華的歡樂時光拍下，並上載到 funland.cyberport.hk，有機會

嬴取 Mama’s Dear 或 Wise Kids 港幣 100 元現金劵及川寧經典裝四格禮盒 (連四十片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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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節目詳情 

 

時間及地點 節目 

數碼港2座4樓數碼廣場 

11am – 7pm 彈跳樂園 

 

7個由美國入口的大型戶外充氣遊戲，包括27尺高的旋轉大滑梯、水

上碰碰船、大型彈床及特別為嬰兒而設的“寶寶1234ABCD＂，將大

草地變身成戶外彈跳樂園。 

 
門票：2-4 張遊戲劵 

 

11am – 6pm 數碼港週末藝墟  (12 月 22 至 26 日) 

 

30個售賣精緻手作及有機農產品的小攤檔。 

 

免費入場 

 

海景臺 

2pm-5pm 小小動物農莊 

小小動物農莊有平時在城市難得一見的山羊及小白兔。歡迎小朋友餵
飼及與牠們一起拍照作近距離接觸。一個開心又有意義的活動，讓小
朋友從中學習愛護小動物。 
 

門票：3 張遊戲劵 
 

12 歲以下兒童必須由一名成人陪同下入場，陪同入場之成人無須付入場費。 

 

 

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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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m – 7pm TORO特色攤位遊戲 

全港最大型、直徑長達十米的

TORO 主題攤位遊戲＂魔法圈

圈樂＂，參力遊戲有機會贏走

每日送出兩部的

PlayStation® Vita 手提娛樂主

機、川寧限量版聖誕紅茶禮罐 

100 克及其他豐富禮品。 

 

其他 8個攤位包括「勁射九宮格」、「七彩樂投球」、「極速閃電球」、「杯

杯停不了」、「雪山滾球」、「飛越彩虹谷」、「智勇神槍手」及「籃球狂

熱」，獨家 TORO 禮品等你隨時拿走！ 

 
門票：1-3 張遊戲劵 

11am – 7pm TORO 照相站 
 

到免費照相站以設計可愛的TORO相框留影，更可即時電郵數碼相

片，隨時將在數碼港的歡樂與其他朋友分享！ 

 

免費 
 

3pm-5pm 精彩雜技表演、音樂節目及薑餅先生大巡遊 
 

每日下午 3至5時均有精彩節目如雜技表演、薑餅先生大巡遊及繽紛

奏樂三人組等，讓你感受濃厚的聖誕氣氛。 

 
免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