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競遊戲不斷推陳出新，但亦有人為保
育懷舊遊戲不遺餘力。「香港復古遊戲展
覽」創辦人為了推動及宣傳復古遊戲，四
處搜羅「大牛龜」及不同年代的遊戲機。
是次電競展，該攤位擺放了多部復古遊戲
機供市民試玩，希望藉此推行遊戲保育，
並讓下一代了解香港的遊戲發展過程。

再現發展歷程
玩遊戲是否一定要追求新潮？其實不
然。香港復古遊戲展覽創辦人胡耀東表
示，現時仍有部分人在玩懷舊遊戲，惜

缺乏平台交流切磋。他續說，懷舊遊戲
具有一定的保育價值，同時也可以令年
輕一代多了解新舊遊戲的不同之處。

試玩經典遊戲
香港復古遊戲展覽聯同理工大學即將

舉行第三屆街機比賽，令一眾懷舊遊
戲迷得以大展身手。胡耀東於 3年前
成立復古遊戲組織「Retro.HK」，一
邊收集不同年代的遊戲機，同時定期舉
辦展覽活動。組織現時有11名成員，
他們分別從事設計、經營遊戲店或出版

遊戲雜誌等行業，均希望推動懷舊遊戲
而走在一起。
胡耀東表示，目前已成功收購近百部

「大牛龜」，當中有70至80部「大牛
龜」是從facebook、二手傢私網站搜羅回
來，所有藏品小至9吋，大至29吋。在
今次電競展，香港復古遊戲展共展示了5
部至 6部復古遊戲機，包括 1977年的
「雅達利」(ATARI)遊戲機、上世紀80年
代的任天堂紅白機及90年代的超級任天
堂系列。到場市民可趁機大玩街霸、Su-
per Mario及魂斗羅等多款經典遊戲。
隨着遊戲市場的發展，新舊遊戲已

存在很大差別，舊款遊戲較重視故事

情節及節奏，新款
電競遊戲則重視畫
面。胡耀東坦言，
香港遊戲缺乏保
育，亦沒有人從事
該項工作，因此希
望能搜集香港的舊
款遊戲與電視機，
並好好保存下來，
「我希望可以令下
一代有機會認識香
港的遊戲歷史，了解現時的競技遊戲
與懷舊遊戲的異同。」

■圖/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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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節熱爆
紅磡打機忙

開鑼日台港澳隊戰勝歐洲隊 三天料吸5萬人

今明兩天重點活動預告
8月5日
14:30 《英雄聯盟》巾幗鬚眉表演賽

17:00 網絡紅人紅白對抗賽

19:30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王者簽名
會(台港澳隊、歐洲隊)

20:00 SMTOWN SPECIAL STAGE in Hong Kong
演唱會

8月6日
10:00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四強賽—

內地隊VS北美隊

12:00 Cosplayers Show

17:00 網絡紅人紅白對抗賽

19:00 「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決賽—
台港澳隊VS內地隊/北美隊

資料來源：香港旅發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昨日首輪賽事為歐洲隊
與台港澳隊對壘，當

兩隊隊伍進場時，觀眾揮動
手上的打氣棒，歡呼聲不絕
於耳。經過三個回合比賽
後，最終由台港澳隊以局數
2比1勝出，率先晉身明晚
舉行的總決賽。入場觀戰的
機迷莊小姐表示，場內氣氛
高漲，在激烈關頭，觀眾都
很「肉緊」地打氣，令人難

忘，希望旅發局日後再舉辦同類活動。

場外舉辦嘉年華 遊戲攤位美食車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拓展總經理洪忠興表示，場內

設有5,000個座位，昨早首場電競比賽入座率達70%。他
指出，年輕人的作息時間較晚，故對入場率感滿意。他
續說，今次活動是針對推廣夏季旅遊，因為根據調查，
夏季過夜旅客主要為15歲至30歲的年輕人，因此會繼續
在夏季舉辦吸引年輕市民及旅客的活動。
他指出，賽事同時在網上直播，共有廣東話、英語、泰

文、俄文及西班牙語等8種語言為賽事旁述，料3天合共吸
引1,000萬人次於網上瀏覽，相信有助推廣香港電競活動。
紅館場內賽事激烈，場外的空地則變成電競嘉年華，
入場券只需10元。當中的「Festival Zone」搭起多個電
競相關展館及攤位，入場人士可於現場體驗最新虛擬實
境電競電玩產品，觀賞本地電競賽事及專人旁述。另有
「Food Garden」擺放美食車和小食檔。

電競業有前途「打機可以很正面」
電競產品代理商蘇敬賢表示，不少家長對電競持負面態
度，不欲兒女投身這行業，「我想家長明白做這行可以很
正面」，遂與協青社合作舉辦電競班講座，向家長講解電
競行業的晉升前途。他以自己為例，自小喜歡打遊戲機，
後來加入遊戲公司工作10年，去年有感電競業具發展潛
力，因而自立門戶，主要代理椅子、電腦及滑鼠等台灣電
競周邊產品。他希望讓家長及老一輩的人士明白電競業可
以謀生，而非純粹只是打機。

推廣旅遊多元化 電競聯賽創意佳
專營遊戲電腦及配件的「ZOTAC」亦有駐場，其全球
市場總監莊曉琪表示，歐美亦有舉行大型電競職業聯賽，
因而帶動了旅遊業，雖然香港在電競方面的起步較遲，但
如今急起直追亦是好事，「特區政府過去對旅遊的概念只
停留於購物及飲食，未來在推廣電競方面可以更落力。」
「Food Garden」內擺放6架美食車及9個美食攤位，
因受天雨影響，生意難免受挫。「菠蘿仔食堂」負責人石
先生表示，由於天氣不穩定，人流較想像中少，但相信
「明天會更好」，期望今日及明日能收復失地。
華星冰室負責人李先生表示，由於主要出入口與美食攤
檔位置有一定距離，加上下雨，人流一定有影響，但對今
明兩天的銷情寄予厚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實

習記者 陳鳳鳴）首屆香港電競音樂

節昨日在紅磡體育館開鑼，一連3天

的盛事料吸引5萬市民及旅客到場。

最矚目的「英雄聯盟王者回歸世界

邀請賽」 四強賽事，昨日由台港澳

隊率先勝出，順利打入明天舉行的

總決賽，料在大批港人入場支持

下，盛事氣氛將更為熾熱。主辦單

位旅發局料旅客人數約佔總入場人

數的10%，希望透過這類活動可吸

引年輕旅客來港。另外，於紅館外

舉行的電競嘉年華，亦吸引出售電競

周邊產品的商家駐場，希望藉活動提

供宣傳平台，創造商機。

樂見經濟多元發展
熱烈氣氛 超出想像

莊小姐：平日喜歡玩
手機遊戲，知道紅館
舉行電競比賽便入場
觀看，場內氣氛比想
像中更熱鬧，看到激
烈之處，大家都很肉緊，支持政府增撥資源
發展電競，讓香港經濟發展更多元化。

高手過招 緊張刺激
林同學：玩了電競遊戲
逾4年，今次首次親身
入場觀看電競比賽，主
要是因為比賽隊伍都是
來自五湖四海的高手，
很吸引，比賽亦很刺
激，現場氣氛很好。

值回票價 希望多辦
孫同學：第一次現場觀看電競比賽，看到選
手盡力表演，加上現場燈光及音響，觀眾看
得很投入，氣氛很好，值回票價，下年再舉
辦就好了。

暑假有空 感受盛況
陳同學：習慣在家中看電競比
賽直播，所以未有購票入場，
但有興趣來看嘉年華的盛況，
況且10元入場費很便宜，暑假
有空所以入場看看，雖然下
雨，但天氣也算涼快。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實習記者 陳鳳鳴

首場「英雄聯盟王
者回歸」電競賽昨日

正式開鑼，由台港澳隊對歐洲隊。賽
事採取3盤2勝制，歷時逾3個小時，
最終由「台北暗殺星」隊員組成的台
港澳隊以2比1勝出，成功晉級明日的
總決賽。台港澳隊成員之一、香港前
世界冠軍電競選手Toyz劉偉健表示，
賽事有助市民初步了解電競，並認為
本地電競發展空間龐大。但他寄語年
輕人玩電競的同時，亦需兼顧自身學
業與工作等。

唔係我揀電競 係電競揀咗我
台港澳隊唯一港人選手Toyz劉偉健

與隊友完成賽事後，接受傳媒訪問時
說，「我覺得唔係我揀電競，係電競揀
咗我！」他認為近年多了投資商參與電

競發展，是一件好事。對於今次能夠在香港紅館
主場比賽，他感到光榮，並認為賽事規格與國際
賽差不多，「第一場比賽並不緊張，第二場比賽
開場時一度被歐洲隊選手的強大實力嚇到。」

讓家長明白 行業具發展空間
Toyz鼓勵喜歡電競遊戲的年輕人入行，但前
提是需兼顧好個人學業與工作等。他表示，剛入
行時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工作，而是利用工餘時間
練習。Toyz認為香港不缺乏有實力的電競選
手，若香港要發展電競，首先需要有穩定的地區
聯賽，包括推出十八區的地區聯賽，每一區均能
派出隊伍參賽，政府亦可在選手出境參賽時提供
更多簽證協助等，令家長及上一輩的人明白電競
是一個具發展空間的行業亦很重要。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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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子競技有限公司創辦人鍾培生
指稱，香港旅遊發展局「亂花」3,500萬
公帑舉辦電競音樂節，又稱是次「招標
不公」，是「故意批給主席林建岳屬下
的子公司」。旅發局昨晚發表聲明逐點
反駁，指該3,500萬元並非單用於電競賽
事，而主辦單位並非林建岳的子公司。
林建岳認為鍾培生的言論影響其名譽，
已採取法律行動。
去年曾舉辦電競賽事「LMS夏季總決
賽香港站」、有份入標競投是次活動的
鍾培生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質疑
旅發局舉辦的賽事「問題多多」，旅發

局昨晚一一回應：

3500萬公帑非只辦電競賽
鍾：用咗3,500幾萬，到底啲錢去咗邊？
旅發局：政府給予的3,500萬元額外資

源，用於舉辦為期3日的「香港電競音樂
節」。有關開支並非只用於電競賽事，
亦同時用作舉行 SMTOWN SPECIAL
STAGE in HONG KONG演唱會及Fes-
tival Zone共三大項目。

中標公司與林建岳無瓜葛
鍾：大家都用中環個場嚟bid，畀自己

（林建岳）子公司中換去紅館。
旅發局：一直根據既定的嚴謹政策和
程序，採用公開招標方式為電競音樂節
揀選承辦商。旅發局共收到7份標書，當
中兩份未能在截標限時前提交，因此被
取消資格。評審委員會揀選承辦商後，
將建議提交予旅發局理事會作最後批
核。經過一連串程序，由168 Production
& Engineering Services Limited獲選為電
競音樂節服務承辦商。
因應天氣不穩，且覓得合適的室內場

地，於是決定改為紅館舉行。
林建岳並無參與甄選及決定電競音樂節

服務承辦商，而獲聘之服務承辦商亦非其
旗下的子公司，他並無任何既得利益。

賽事已獲開發商正式授權
鍾：拎唔到任何英雄聯盟授權。
旅發局：舉行活動前已獲得「英雄聯
盟」開發商Riot Games授權進行「英雄
聯盟王者回歸世界邀請賽」。

首日賽入座率七成非冷場
鍾：已經周圍送飛成個場都好吉。
旅發局：昨晨舉行的首場四強賽，場

內入座率達七成，單計首局比賽吸引到
47萬人同步於網上觀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
2�# 「大花筒」招標不公？ 旅發局逐點駁

■■模特兒推介遊戲模特兒推介遊戲。。

■首屆香港電競音樂節昨日在紅磡體育館開鑼，在首場賽事
中，台港澳隊戰勝歐洲隊晉級。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旅發局節目及旅遊產品
拓展總經理洪忠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台港澳隊唯一港人選手劉偉健(中)與
隊友合影。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 攝

■香港復古遊戲展
覽創辦人胡耀東。

■■莊小姐莊小姐（（中中））

■■林同學（左）
和孫同學

■陳同學

■■小朋友癡迷試玩小朋友癡迷試玩。。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電競賽場氣氛熱烈電競賽場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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