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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个货柜/餐车欢笑美食派对 9 月 3 日欢笑由此起 
 

领展● Cheers Express 欢笑派递 

 

日期：9 月 3 至 20 日(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 

地点：领展旗下 5 个商场 

 

欢笑派递 

日期：9 月 3 及 5 日下午 1 时至 6 时／9 月 6 日下午 3 时至 7 时 

地点：乐富广场 B 区露天平台 

主理名厨：肥妈、中国饮食文化大师尹达刚先生、食神教父戴龙先生、型厨兄弟帮 Nick, Kenji, Chi 

 

祖孙拍住上@天瑞商场(Grandparent’s Day) 

日期及时间：9 月 12 至 13 日下午 1 时至 6 时 

地点：天瑞商场欢乐广场 

主理名厨：中国饮食文化大师尹达刚先生 

 

隔离邻舍 Party Fun @H.A.N.D.S (Good Neighbour Day) 

日期及时间：9 月 12 至 13 日下午 1 时至 6 时 

地点：H.A.N.D.S A 区 1/F 

主理名厨：肥妈 

 

老婆大晒@赤柱广场 (Wife Appreciation Day) 

日期及时间：9 月 19 至 20 日下午 1 时至 6 时 

地点：赤柱广场露天广场 

主理名厨：食神教父戴龙先生 

 

有 Food 同享知心友@启田商场(Friendship Day) 

日期及时间：9 月 19 至 20 日下午 1 时至 6 时 

地点：启田商场 2/F 中庭 

主理名厨：型厨兄弟帮 Nick, Kenji,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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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首个货柜/餐车美食派对欢笑美食专车传递爱 

 

四大本地插画家  携手创作社区大型货柜艺术装置 

领展特别邀请四位本地插画家 Cath Love、Jackman 文少辉、Depp、陈瓜分别以邻居、祖孙、朋友、

夫妻为题，通过艺术创作表达社区亲密的联系，携手设计社区大型货柜艺术装置，展现与人欢聚、连

系社区的讯息，定能成为瞩目景点。     

                                                                                                                                                                                

Cath Love -艺游邻里 

 

生于曼谷但在香港长大的插画师 Cath Love，深受

大量亚洲尤其日本卡通影响，并结合涂鸦及嘻哈文

化，形成独特的画风。今次特别以「艺游邻里」为

主题，以色彩鲜艳的卡通风及可爱的笔调，描绘社

区之间的交流，表达邻里之间的友爱及密不可分的

社区关系。 

Jackman 文少辉 - 大城小镇甜蜜之旅 

 

Jackman 为自由插画家，喜欢与妻子旅行，更酷

爱以画笔记录旅程。笔风简约细腻，随时随地写

生，与刷牙洗澡喝咖啡一样都是每天爱做的事。着

有《义大利绘旅行》、《日本铁道绘旅行》等旅游绘

本。今次以「大城小镇甜蜜之旅」为主题，表达不

同年龄阶层夫妻之间甜蜜幸福的爱，两口子穿梭于

社区小巷，洋溢社区的欢笑温馨。 

Depp –爱在食物的旅途上 

 

陈瓜 - 美食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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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年轻本土插画师 Depp，深受美国漫画风格的

影响，善用对比强烈的颜色表达情感，让人一看难

忘。 Depp 以两爷孙疯狂的美食旅程为主题，绘

画成「爱在食物的旅途上」的作品，透过美食一同

分享亲人特别祖孙之间的默契和欢乐，以味道连系

彼此的爱。 

陈瓜喜爱以艺术创作与别人分享所思、所想、所感

受，并希望大家不要遗忘「笑一笑，世界更美妙」。

今次他以可爱轻松的画调，用各种令人垂涎三尺的

美食及好玩刺激的游乐场为创作灵感，以「美食游

乐园」为主题，与一班朋友享受一段美食游乐园的

欢乐时刻，展示透过美食，与人欢聚，连系社区的

讯息。 

 

     名厨献技 感受美食欢笑滋味 

领展「Cheers Express 欢笑派递」活动透过一系列滋味美食，与人欢聚，连系社区。活动特别邀请了 5

位驰名中外名厨，为活动设计一系列以邻居、祖孙、朋友、夫妻为主题的特色移动美食，尽现美食中人

与人之间的爱与联系，感受美食当中的滋味。 

名厨：中国饮食文化大师尹达刚先生 

 

尹师傅是传统广东菜传承人，师承香港第一代正宗粤菜师傅。 30 年前一

次机缘巧合，尹师傅远走东瀛，将传统粤菜与日本文化结合，创出日式粤

菜。 

菜式简介 菜式图片 

「万紫千红」紫薯筒 

小时候一到夏天总会嚷着要吃雪糕，即使长大后，看见雪糕仍有一份甜丝

丝的喜悦。以紫薯蓉加入雪糕筒，成为不一样的美食，老少咸宜，教人回

味。 

 

「五彩时光」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是祖辈的童年美食，这次以士多啤梨、哈蜜瓜、无核红提、甜茄

及蜜瓜做成的新派冰糖葫芦，让祖孙共同品味属于童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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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豆家庭」白豆蓉小包 

只要一家人一起开开心心，便是一个幸福的家。以薄饼包裹三粒小紫包，

再印上三个不同的笑脸图案，模拟豌豆荚的形状，寓意三代同堂，一家人

乐也融融。  

爷孙虾饺 

一大一小的白兔虾饺，象征爷孙间的感情犹如小白兔一样纯洁无瑕。 

 

 

名厨：食神教父戴龙先生 

 

戴师傅为「香港四大名厨」之一，更因对原材料认识透彻，掌握运用恰到好处，

独创菜式不计其数，故此得到「食神」雅号。据说周星驰的电影「食神」，便

有三分一剧本取材自戴师傅的真实故事。 

菜式简介 菜式图片 

樱花恋果冻 

热恋中的男女总爱在花前月下互诉衷情。晶莹剔透的果冻，中间是盛放

的粉红色樱花，甜蜜造型让太太重拾恋爱时的浪漫情愫。 

 

一双一对曲奇 

有小熊伴着入睡连梦境也特别美好。结婚以后，丈夫便成了那只守护在

旁的小熊。可爱的小熊曲奇正是代表丈夫的心意才是世间最宝贵的礼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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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牛丸串虾丸 

真•食神戴龙师傅出手，岂少得大名鼎鼎的「濑尿牛丸」？一伙濑尿牛

丸与一伙濑尿虾丸串在一起，加上笑脸蔬果片，一咬开汤汁四溢，象征

夫妇同心，幸福满泻。 

 

「10 卡颗钻」芝士蛋糕 

爱是全心全意的。蓝莓芝士冻饼上摆放了一颗钻石，代表为挈爱献上最

真诚永恒的礼物。 

 

人气星级主厨：肥妈 Maria Cordero X Kannis 

 

肥妈为土生葡人，具有华裔血

统，是出生在澳门，成长在香

港的著名歌手、美食评论家、

节目主持人、演员。煮功厨艺

了得，曾担任过多个电视台的

饮食节目主持人。  

星级厨师Kannis杨绮雯小姐

现为「CITY SUPER」客席烹

饪导师，曾于多个电视节目

中担任烹饪导师及主持，并

乐于接受挑战创作特色食

谱，撰写烹饪著作逾三十本。 

菜式简介 菜式图片 

「『芋』Friend」凉拌(芋丝、青瓜、烟鸭胸) 

每种食品都有不同味道，以芋丝、青瓜、烟鸭胸、芹菜等材料切丝搅均，

再伴入调味料捞匀，像邻居一样，只要和睦共处，便可以成为一道美食。 

 

「合拍滋味」天妇罗杂菜饼 

邻里关系就如各种杂菜的配料，需要互相紧扣，彼此帮忙，共谱合拍滋

味。 

 

「分甘同味」话梅浸苦瓜 

甜中带酸的话梅有效中和苦瓜的甘苦味道，美味的凉菜，让人透心凉。

就像与邻居的关系一样，互补不足，一起分甘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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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溶』洽洽」芝士薯仔球 

Mozzarella 芝士及车打芝士球炸至金黄香脆，邻居关系就要像薯仔球内

的芝士（溶溶）洽洽。 

 

型厨兄弟帮：Nick, Kenji, Chi 

 

三位 80 后男生 Nick、Kenji 及 Chi 跟师傅学艺两年，开设卷物

专门店「古今二」，以美加流行的特色卷物作主打，由打饭、卷饭

到制作酱汁都依足传统甚得年轻食客欢心。 

 

菜式简介 菜式图片 

「甜思 SIS」泡芙 

笑脸泡芙内用甜蜜的雪印作为馅料，有着雪糕的软滑质地却不会融化，

像友情一样窝心而且历久常新。 

 

「串烧兄弟」芝心鱼腐 

好姊妹行街 shopping 也要手牵手，好兄弟握握手便无隔夜仇，皆因人

生得一知己，足矣！一串四块人形「芝心」鱼腐，寓意好朋友，手手相

牵，感情不变。  

「开心欢聚」蟹柳卷物 

城市人生活忙碌，无论有多久没见的好朋友，一聚首总有无限欢笑。一

道美味的炸蟹柳卷物，最适合与一班好友分享。 
 

「龙兄虎弟」炸虾卷物 

以特大炸虾做成卷物，外脆内软的虾身，正好比喻兄弟之间的默契。 

 

热爱贝果美少女：外藉厨师 Rebecca  

 

Rebecca 在美国长大，爷爷是犹太人，50 年代曾经营贝果(Bagel) 小吃店。

数年前 Rebecca 只身来港工作，因找不到正宗贝果于是决定自己做。机缘

巧合下，Rebecca 的正宗贝果得到朋友的餐厅赏识订购，于是便开设了自己

的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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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式简介 菜式图片 

笑笑小贝果 

Bagel 贝果是传统犹太小食。桃红色和紫色的面包圈，加上眼睛即成可

爱笑脸。另附忌廉芝士，让你随个人喜好自由添加。香港就像贝果一样

多元化，不论种族、性别、喜好都能成为好邻居。 

 

纷 Fun 友 

粉红配紫色花纹的香蒜味贝果脆片，骤眼看似一样，其实每一块都有独

特图案，就像亲友邻里中，每个人都有独特之处，互补不足。 

 

 

巨型欢笑波波墙   自制专属图案向挚爱传情达意 

 (参与商场：乐富广场、天瑞商场、赤柱广场) 

长达 6 米、以逾千个波波砌成的巨型欢笑波波墙，以紫灰色为设计主调，充满互动玩味的设计元素。一

起与亲朋好友拼砌出专属及独一无二的图案或文字，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设计师，向挚爱传情达意！ 

 

欢笑快拍 经典影楼 x 新派照相馆 

由货柜改造而成的即影即有照相馆特设经典影楼场景，影楼内的可爱巨型食物道具让人爱不释手，大玩

特玩！配合特色摄影设备，加上不同影楼卷帘可以自选背景，人人都能够成为镜头下最瞩目的主角！于

新派照相馆中更加入电子互动元素，可与同伴尽情投入电子场景中，拍摄出如大食物小人物的趣怪场景，

享受非一般的拍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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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笑派递」专车巡游社区分享欢笑传递爱 

 为传送欢笑予社区的每一个角落，领展特别设计颜色夺目的欢笑糖果专车- 笑哈哈贝果号及 

  甜蜜糖果号，于指定的日子在各区闹市穿梭往返，沿路上热情大派缤纷糖果，与市民一起共享 

  甜蜜，为社区注入正能量。专车随时出现制造惊喜，让人密切期待！市民更可即席参与「亲您 

  多一点」关系调查活动，以糖果来投选您心目中最想增进的关系，表达邻居、祖孙、朋友、夫 

  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显示社区中的紧密连系，互动好玩！ 

 

笑哈哈贝果号(Bagel Express)  

(参与商场：乐富广场、天瑞商场、赤柱广场) 

 

甜蜜糖果号(Candy Express) 

(参与商场：乐富广场、天瑞商场、赤柱广场) 

 

 

必影相位  特色三轮车满载祝福 

以邻居、祖孙、朋友及夫妻为题别致打造的五款特色三轮车，除了是不可错过的拍摄热点之外，更能

把幸福欢欣的讯息派送至每一个角落，祝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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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世界        天伦之乐（祖孙）     浪漫满屋（夫妻） 

  

守望相爱（邻居）       沙煲兄弟（朋友） 

 

创意历奇活动   促进人与人沟通及健康人际关系 

领展邀请香港历奇机构为 4 种关系度身设计创意历奇活动，透过一系列的互动游戏及各种体验式的活

动，适合男女老幼一同参与，挑战默契及合拍度，增进彼此关系！ 

 

        免费美食放送 

场内特设「免费美食放送」服务，美味可口的爆谷、甜美糖果免费放送，与挚爱的亲友分享美食，也

可参与多项免费互动游戏，与众同乐。 

 

2) 欢笑直送 精彩活动浪接浪  

 

       领展百人拍手创纪录 

领展「Cheers Express」另一主题活动「领展百人拍手创纪录」，邀请荣获全球健力士世界纪录 – 

一分钟拍手 1,020 次（Ｍost Claps in a Minute）的得主 Eli Bishop 首次远度由美国来港，于 2015

年 9 月 13 日在领展旗下的天瑞商场联同 50 对祖孙参与拍手创纪录活动，透过最简单的拍手动作，

向市民宣扬正面的人生态度，一同挑战创举！ 

 

      Give Me Ten 击掌擂台 欢笑传遍社区 

由 8 月 25 日至 9 月 20 日期间于指定领展商场，参与互动击掌游戏「Give me Ten 击掌擂台」， 

透过充满趣味的击掌动作，与其它商场的参加者进行即时游戏互动，争夺「Give Me Ten」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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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王殊荣，赢取指定分数有机会获得丰富礼品。另外，健力士世界纪录保持者 Eli Bishop 亦会 

于 9 月 6 至 13 日期间，随时快闪现身指定商场及社区与大众进行击掌对决，与众同乐，机会 

难逢，万勿错过！ 

 

      赤柱广场- 爱妻号美甲工作坊及 DIY 即印示爱 Tee 

      市民可于赤柱广场参与「爱妻号美甲工作坊」，由丈夫即场为挚爱太太的指甲扮靓，以答谢太 

太平日的辛劳，向最爱的太太表达爱意！另外，凡于赤柱广场慈善捐款 HK$100 或以上，即 

可参与「DIY 即印示爱 Tee」活动，现场挑选最适合甜蜜句子印上 T Shirt，创造独一无二的爱 

情信物，尽显心思！ 

 

3) 慈善筹款活动   

凡于”Cheers Express 欢笑派递”活动现场即场慈善捐款 HK$20 或以上，即可获名厨主理美 

食一份或「欢笑快拍」乙次，全数收益将拨捐「寰宇希望 HOPE worldwide Hong Kong」为 

有需要人士提供持续及高效率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别具意义。 

       

4) 「美味关系」筷子套装消费换领  将欢笑带回家 

顾客凡于领展指定商场*消费满港币 800 元或以上，凭同一商场内商户发出之即日机印发票正本(最少 2

张最多 4 张，每张发票银码须为港币 100 元或以上)，即可免费换领领展「美味关系」筷子套装乙份。 

(礼品限量 12,000 份，于 12 间指定商场各有 1,000 份以供换领，先到先得，换完即止) 

 

  

* 乐富广场/ 赤柱广场/ 颂富广场/ 黄大仙中心/ 天瑞商场/ 启田商场/ 厚德商场/鲤鱼门广场/ 

HANDS / 长发广场/ 尚德广场/ 元洲商场 

换领日期：2015 年 9 月 3 日至换罄(换完即止) 

换领时间：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 

 

所有活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所有活动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