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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展潮拜型猴 Temple Mall 

日期：2016年 1月 22日(星期五) 至 2月 28日 (星期日) 

开放时间：上午 10时至晚上 10时 

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 

 

潮拜型猴    新年主题装饰 

领展全新大型旗舰商场 ─ 黄大仙中心 (Temple Mall) 全面优化後，将位於黄大仙的龙翔

广场及黄大仙中心合二为一，分南丶北两馆，更集合传统与潮流於一身。除了把黄大仙

祠的特色元素融入建筑设计概念，黄大仙中心引入一系列时尚品牌，扩阔零售餐饮选择，

为社区注入活力。 

 

今个农历年，黄大仙中心以「潮拜型猴」为主题，集合创新丶潮流丶好玩三大元素，特

别设计「猴年开运路线」，让顾客穿梭南北馆，完成「运财 8字转」行大运，增强猴年运

势，寓意八福临门，开运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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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开运路线：运财 8 字转 

开运站(1) ：黄金「笼」门 

经过黄金「笼」门富贵入口，展开招福开运之旅，财源

滚滚，富贵迫人。 

 

 

开运站 (2) ：猴过肥年 

型猴王恭候您的大驾光临，立刻许下愿望，新一年定必

丰衣足食丶齐过肥年。 

 

 

开运站 (3) ：爱情御守站 

据说在此与爱侣十指紧扣合照定能与对方心心相印，增

强桃花运，人缘爆灯。 

 

开运站 (4) ：浪漫情人桥 

漫步桃花情人桥，王子公主在眼前，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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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运站 (5) ：型猴王求签机 

型猴王帮你求支好签，预测猴年运程，与朋友开心

Share签文齐开运！ 

 
 

开运站 (6) ：行运一条桥 

日日行过「行运一条桥」，运气从北馆伸展到南馆，猴

年福气在身边！ 

 
 

 

 

 
 
 
 

开运站 (7) ：心想事成扭扭乐 

潮创新年祝贺语，扭一扭心想事成话咁易！ 

 

 
 

 

 
 

 
 

开运站 (8) ：风车二重转 

顺时针转动风车三个圈，转出好运来，随时为您送上惊

喜鬼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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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载相片即赏潮猴开运福袋 

顾客凡於 2016年 1月 23日至 2月 28日(逢星期六丶日及公众假期)，在任何三个开运景

点拍摄照片(其中必须包括开运景点一：「黄金『笼』门」)，上载至个人 facebook，加上

#hashtag「领展黄大仙中心」及下载「泊食易」app，即可有机会换领「潮猴开运福袋」

乙份。礼品数量 2,500份，送完即止。 

 

换领日期：2016年 1月 23日至 2月 28日(逢星期六丶日及公众假期) 

换领时间：下午 1时至 8时  

换领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北馆 1楼中庭 

 
 

「型」猴创意年宵市集 

为鼓励年青人的创意及推动本土的艺术文化，从而连系社区好生活，黄大仙中心特别与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柴湾会所 (YMCA) 携手合办「『型』猴创意年宵市集」，集合创意

潮流精品丶 DIY品味首饰丶型格工艺品等，无限创意，应有尽有，提供一个富有艺术气

息的创作园地，互相交流，一同迎接猴年。 

 

日期：2016年 2月 1日(年廿三) 至６日(年廿九)  

开放时间：下午 3时至 8时  （市集将於２月 7日延长营业至 2月 8日凌晨 1时） 

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北馆 1楼中庭 

 

除夕「型」猴贺新岁 

为迎接猴年，黄大仙中心特别举办「除夕『型』猴贺新岁」活动，邀请人气歌手许廷铿

及商台 DJ 小仪到场与顾客近距离接触，大玩游戏送大礼，分享猴年生肖运程及多项精

彩舞台表演，感受新春除夕派对气氛，与众同乐迎猴年！ 

 

日期：2016年 2月 7日 (星期日) 

开放时间：晚上 9时 30分至 12时 30分 

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北馆 1楼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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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猴行运福包任您拎 

为迎接新一年的好兆头，黄大仙中心精心设计限定别注版「型猴行

运福包」，於大年初一凌晨开始，免费派发限量 888份，寓意发发

发，至潮财神更会到场大派猴年行运金币，把新春的祝福送赠予每

一个顾客，祝福猴年添福气丶好运喜相逢。 

 

日期：2016年 2月 8日 (年初一) 

时间：凌晨 12时起，派完即止  

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北馆 1楼中庭 

(有关领取福包的详情，可参考场内宣传品) 

 
 
 

「领展单车舞火龙」@新春国际汇演之夜 

领展「单车舞火龙」表演将再次登上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之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为新一

年增添福气！ 

 

日期：2016年 2月 8日 (年初一)  

时间：晚上 6时 30分至 8时 

地点：尖沙咀文化中心对开位置 

 

新春韩国传统扇舞表演 

黄大仙中心特别於新春期间邀请韩国传统扇舞表演团体 King Sejong Fantasy Performing 

Art by Korea University来港，表演精湛的韩国传统扇舞，揉合韩国传统的鼓乐及 seol 

janggu舞蹈，配以色彩鲜艳的服饰及舞姿，与顾客欢度新岁。 

 

日期：2016年 2月 10日 (初三)  

时间：稍後公布 

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北馆 1楼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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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三重赏」消费换领 

顾客於推广期内消费满指定金额，即有机会参与「富贵三重赏」消费换领活动，换领

「领展丙申猴年利是封」丶「领展期间限定利是袋」及「潮拜型猴上上签 Memo Pad」，

新春佳节行大运，换领丰富奖品，好运年年！ 

 

第一重赏：领展丙申猴年利是封 

以一系列充满时尚感的行运桃花为主题，抢镜新潮，色彩艳

丽，以花语送上最真摰的猴年祝贺。 

 

於指定 45个领展商场#丶街市或黄大仙中心「型」猴创意年宵

市集^即日消费满 HK$200(商场) 或 HK$100(街市)以上，凭同一

商场不同商户发出之机印发票最多 2张*，即可换领「领展丙申

猴年利是封」乙份。数量 65,000份，换完即止。 

 

换领日期：2016年 1月 16日至 2月 7日  

换领时间：上午 10时至晚上 8时 

换领地点：指定领展商场或街市顾客服务台 

 

 

第二重赏：领展期间限定利是袋 

多功能利是袋分别设有拉炼及束绳两款设计，配以紫灰潮流色

调，型格配衬之选。 

 

於指定 15个领展商场☆或黄大仙中心「型」猴创意年宵市集^累

积消费满港币$１,500 或以上，凭同一商场不同商户发出之机印

发票最多 5 张*，即可换领「领展期间限定利是袋」乙个。共有

2款，数量 4,670个，换完即止。 

 

换领日期：2016年 1月 16日至 2月 7日  

换领时间：上午 10时至晚上 8时 

换领地点：指定领展商场或街市顾客服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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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赏：潮拜型猴上上签 Memo Pad  

内附多款鬼马签文，写下猴年祝福，好运年年！ 

 

於推广期内於黄大仙中心即日消费满港币$500(凭不同商户发出

之机印发票正本最少 2张及最多 3张*)，即可换领「潮拜型猴上

上签」一本，限量 1,000 份，数量有限，换完即止。 

 

换领日期：2016年 2月 8日(大年初一)至 2月 28日 

换领时间：下午 1时至 8时  

换领地点：领展黄大仙中心顾客服务台 

 
 

*每张发票银码须为港币$100 或以上，发票组合只限接受最多一张由食肆或超级市场发出之机印发票 

^只接受黄大仙中心「型」猴创意年宵市集之手写发票 

 

#领展丙申猴年利是封换领指定 45 个领展商场；☆领展期间限定利是袋指定 15 个领展商场 

港岛区 :  赤柱广场☆ 兴华广场 爱东商场 小西湾广场 赤柱广场 

九龙区: 黄大仙中心☆ 乐富广场☆ 

及街市 

现崇山商场 彩明商场 彩云商场 

竹园广场 何文田广场 海富商场 启田商场☆ 宝达商场 

鲤鱼门广场☆ 秀茂坪商场 德田广场 慈云山中心 元州商场 

爱民广场     

新界区：  H.A.N.D.S☆ 颂富广场☆ 厚德商场☆ 尚德广场 南丰广场 

及街市 良景广场☆ 沙角商场 禾輋广场☆ 太和广场 

蝴蝶广场☆ 天泽商场 天瑞商场 天盛商场及街

市 

天耀广场 

大元商场及街

市 

颂安商场 长发广场☆ 葵芳广场☆ 海悦豪园 

华心商场 青衣商场    

离岛 : 朗屏商场 逸东商场    

 

 

型猴新春行运秘笈 

顾客可於推广期内免费获赠「型猴新春行运秘笈」，提供新春行运路线丶行运美食推介丶

及商户精选商品，内附超过总值 HK$1,000的优惠券，让你在黄大仙中心尽情购物，尽

享不同精彩的吃喝玩乐优惠！数量 10,000份，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