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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潮拜型猴 Temple Mall 

日期：2016年 1月 22日(星期五) 至 2月 28日 (星期日) 

開放時間：上午 10時至晚上 10時 

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 

 

潮拜型猴    新年主題裝飾 

領展全新大型旗艦商場 ─ 黃大仙中心 (Temple Mall) 全面優化後，將位於黃大仙的龍翔

廣場及黃大仙中心合二為一，分南、北兩館，更集合傳統與潮流於一身。除了把黃大仙

祠的特色元素融入建築設計概念，黃大仙中心引入一系列時尚品牌，擴闊零售餐飲選擇，

為社區注入活力。 

 

今個農曆年，黃大仙中心以「潮拜型猴」為主題，集合創新、潮流、好玩三大元素，特

別設計「猴年開運路線」，讓顧客穿梭南北館，完成「運財 8字轉」行大運，增強猴年運

勢，寓意八福臨門，開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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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開運路線：運財 8 字轉 

開運站(1) ：黃金「籠」門 

經過黃金「籠」門富貴入口，展開招福開運之旅，財源

滾滾，富貴迫人。 

 

 

開運站 (2) ：猴過肥年  

型猴王恭候您的大駕光臨，立刻許下願望，新一年定必

豐衣足食、齊過肥年。 

 
 

 

開運站 (3) ：愛情御守站 

據說在此與愛侶十指緊扣合照定能與對方心心相印，增

強桃花運，人緣爆燈。 

 

 

開運站 (4) ：浪漫情人橋 

漫步桃花情人橋，王子公主在眼前，有情人終成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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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運站 (5) ：型猴王求籤機 

型猴王幫你求支好籤，預測猴年運程，與朋友開心

Share籤文齊開運！ 

 
 

開運站 (6) ：行運一條橋 

日日行過「行運一條橋」，運氣從北館伸展到南館，猴

年福氣在身邊！ 

 
 

 

 

 
 
 
 

開運站 (7) ：心想事成扭扭樂 

潮創新年祝賀語，扭一扭心想事成話咁易！ 

 

 
 

 
 

 
 

 

開運站 (8) ：風車二重轉 

順時針轉動風車三個圈，轉出好運來，隨時為您送上驚

喜鬼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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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相片即賞潮猴開運福袋 

顧客凡於 2016年 1月 23日至 2月 28日(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在任何三個開運景

點拍攝照片(其中必須包括開運景點一：「黃金『籠』門」)，上載至個人 facebook，加上

#hashtag「領展黃大仙中心」及下載「泊食易」app，即可有機會換領「潮猴開運福袋」

乙份。禮品數量 2,500份，送完即止。 

 

換領日期：2016年 1月 23日至 2月 28日(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換領時間：下午 1時至 8時  

換領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北館 1樓中庭 

 

「型」猴創意年宵市集 

為鼓勵年青人的創意及推動本土的藝術文化，從而連繫社區好生活，黃大仙中心特別與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 (YMCA) 攜手合辦「『型』猴創意年宵市集」，集合創意

潮流精品、DIY品味首飾、型格工藝品等，無限創意，應有盡有，提供一個富有藝術氣

息的創作園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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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時間：下午 3時至 8時  （市集將於２月 7日延長營業至 2月 8日凌晨 1時） 

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北館 1樓中庭 

 

除夕「型」猴賀新歲 

為迎接猴年，黃大仙中心特別舉辦「除夕『型』猴賀新歲」活動，邀請人氣歌手許廷鏗

及商台 DJ 小儀到場與顧客近距離接觸，大玩遊戲送大禮，分享猴年生肖運程及多項精

彩舞台表演，感受新春除夕派對氣氛，與眾同樂迎猴年！ 

 

日期：2016年 2月 7日 (星期日) 

開放時間：晚上 9時 30分至 12時 30分 

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北館 1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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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猴行運福包任您拎 

為迎接新一年的好兆頭，黃大仙中心精心設計限定別注版「型猴行

運福包」，於大年初一凌晨開始，免費派發限量 888份，寓意發發

發，至潮財神更會到場大派猴年行運金幣，把新春的祝福送贈予每

一個顧客，祝福猴年添福氣、好運喜相逢。 

 

日期：2016年 2月 8日 (年初一) 

時間：凌晨 12時起，派完即止  

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北館 1樓中庭 

(有關領取福包的詳情，可參考場內宣傳品) 

 
 

「領展單車舞火龍」@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領展「單車舞火龍」表演將再次登上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之新春國際匯演之夜，為新一

年增添福氣！ 

 

日期：2016年 2月 8日 (年初一)  

時間：晚上 6時 30分至 8時 

地點：尖沙咀文化中心對開位置 

 

新春韓國傳統扇舞表演 

黃大仙中心特別於新春期間邀請韓國傳統扇舞表演團體 King Sejong Fantasy Performing 

Art by Korea University來港，表演精湛的韓國傳統扇舞，揉合韓國傳統的鼓樂及 seol 

janggu舞蹈，配以色彩鮮豔的服飾及舞姿，與顧客歡度新歲。 

 

日期：2016年 2月 10日 (初三)  

時間：稍後公布 

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北館 1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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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三重賞」消費換領 

顧客於推廣期內消費滿指定金額，即有機會參與「富貴三重賞」消費換領活動，換領

「領展丙申猴年利是封」、「領展期間限定利是袋」及「潮拜型猴上上籤 Memo Pad」，新

春佳節行大運，換領豐富獎品，好運年年！ 

 

第一重賞：領展丙申猴年利是封 

以一系列充滿時尚感的行運桃花為主題，搶鏡新潮，色彩艷

麗，以花語送上最真摰的猴年祝賀。 

 

於指定 45個領展商場#、街市或黃大仙中心「型」猴創意年宵

市集^即日消費滿 HK$200(商場) 或 HK$100(街市)以上，憑同一

商場不同商戶發出之機印發票最多 2張*，即可換領「領展丙申

猴年利是封」乙份。數量 65,000份，換完即止。 

 

換領日期：2016年 1月 16日至 2月 7日  

換領時間：上午 10時至晚上 8時 

換領地點：指定領展商場或街市顧客服務台 

 

 

第二重賞：領展期間限定利是袋 

多功能利是袋分別設有拉鍊及束繩兩款設計，配以紫灰潮流色

調，型格配襯之選。 

 

於指定 15個領展商場☆或黃大仙中心「型」猴創意年宵市集^累

積消費滿港幣$１,500或以上，憑同一商場不同商戶發出之機印

發票最多 5張*，即可換領「領展期間限定利是袋」乙個。共有

2款，數量 4,670個，換完即止。 

 

換領日期：2016年 1月 16日至 2月 7日  

換領時間：上午 10時至晚上 8時 

換領地點：指定領展商場或街市顧客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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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重賞：潮拜型猴上上籤 Memo Pad  

內附多款鬼馬籤文，寫下猴年祝福，好運年年！ 

 

於推廣期內於黃大仙中心即日消費滿港幣$500(憑不同商戶發出

之機印發票正本最少 2張及最多 3張*)，即可換領「潮拜型猴上

上籤」一本，限量 1,000 份，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換領日期：2016年 2月 8日(大年初一)至 2月 28日 

換領時間：下午 1時至 8時  

換領地點：領展黃大仙中心顧客服務台 

 
 

*每張發票銀碼須為港幣$100 或以上﹐發票組合只限接受最多一張由食肆或超級市場發出之機印發票 

^只接受黃大仙中心「型」猴創意年宵市集之手寫發票 

 

#領展丙申猴年利是封換領指定 45 個領展商場；☆領展期間限定利是袋指定 15 個領展商場 

港島區 :  赤柱廣場☆ 興華廣場 愛東商場 小西灣廣場 赤柱廣場 

九龍區: 黃大仙中心☆ 樂富廣場☆ 

及街市 

現崇山商場 彩明商場 彩雲商場 

竹園廣場 何文田廣場 海富商場 啟田商場☆ 寶達商場 

鯉魚門廣場☆ 秀茂坪商場 德田廣場 慈雲山中心 元州商場 

愛民廣場     

新界區：  H.A.N.D.S☆ 

及街市 

頌富廣場☆ 厚德商場☆ 尚德廣場 南豐廣場 

蝴蝶廣場☆ 良景廣場☆ 沙角商場 禾輋廣場☆ 太和廣場 

大元商場及街市 天澤商場 天瑞商場 天盛商場及街市 天耀廣場 

華心商場 頌安商場 長發廣場☆ 葵芳廣場☆ 海悅豪園 

朗屏商場 青衣商場    

離島： 富東廣場☆ 逸東商場    

 

 

型猴新春行運祕笈 

顧客可於推廣期內免費獲贈「型猴新春行運祕笈」，提供新春行運路線、行運美食推介、

及商戶精選商品，內附超過總值 HK$1,000的優惠券，讓你在黃大仙中心盡情購物，盡

享不同精彩的吃喝玩樂優惠！數量 10,000份，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