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次賽事為第二次在香港舉
行，今年改為雙賽事制，即

是昨日及今日各有一場正式比賽。
賽道與去年一樣，全長1.86公里，
10個彎位，最長直路是一段555米
的龍和道。

林鄭：政府市民支持舉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出席賽前開
幕儀式。林鄭月娥致辭時說，去年
比賽成功舉辦，政府與市民都支持
這項賽事，今年比賽受到多間傳媒
關注，超過500間機構採訪。
電動方程式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艾
格表示，去年比賽反應熱烈，今年
將香港站改為雙賽事制，令更多人
可以觀賞。
昨日賽事共賽43圈，20位車手在

龍和道及民耀街等街道爭先比拚，
市民及旅客能近距離感受風馳電掣
般的速度感，氣氛十分熱鬧。
由於電動方程式票價不菲，更一
票難求，主辦單位今年提供兩萬張
免費E-Village門票，以抽籤形式派

發，希望讓更多人可以參與賽事。
昨日的E-Village現場有展覽展出電
動方程式賽車，亦有飲食攤位及舞
台表演，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入場
感受氣氛。

滬模特兒樂其中
來自上海的童小姐與模特兒朋友

因公司活動而獲得賽事贈券，專程
到港參與盛事，指現場氣氛濃厚，
加上天氣很好，自己樂在其中。
她表示，自己曾在上海觀看F1
賽事，感覺「很有距離感」，反
觀香港的電動方程式較大眾化，
適合不屬於車迷的自己及其他朋
友參與，又指香港是亞洲唯一舉
辦電動方程式的地方，相信這個
特色可以吸引不少旅客與自己一
樣慕名而來。

意大利客寧波來
現居於寧波的意大利遊客Gianni在

網上抽到E-Village入場券。他指自己
曾多次來港，今次是因Formula E而
特意來香港參加活動及感受氣氛。

他大讚E-Village十分熱鬧，但卻
以為門券包括看台部分，到了現場
吃閉門羹後才知與賽事緣慳一面，
對此坦言感到失望，又指大會在網
上有關門券限制的通知相當不足，
如字體太小，促請大會改善。

倡啟德碼頭辦賽推介九龍
錢雋永表示，酒吧業界對電動方

程式賽事相當有期望，認為活動能
吸引更多旅客專程來港，期望兩日
賽事帶動更多人流到傳統旺區的中
環蘭桂坊外，並帶動雲咸街至上環
一帶消費。
他續說，根據業界反映，去年因

應電動方程式賽事，額外增加約一
成生意額，因此大家期望今年更旺
場，帶來額外一至兩成增長。
錢雋永贊成旅發局及政府近年積

極推廣盛事的方向，有助建立香港
盛事之都的形象，並建議局方考慮
在啟德碼頭舉辦盛事，因該處本身
也是一個地標，避免過分集中在中
環，「等大家知道九龍區都有不少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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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盛事旺港吸客
逾500機構採訪 中上環酒吧生意飆兩成

Formula E今日活動焦點
時間 內容 地點

11:00-11:45 電動方程式排位賽第二節 賽道

11:45-12:00 超級桿位賽第二場 賽道

12:45-13:00 E-Race比賽 賽道

13:00-13:30 車手簽名會 添馬公園
E-Village

14:00-14:10 車手巡遊 賽道

15:03-16:00 電動方程式錦標賽第二站 賽道

16:05 頒獎禮 頒獎台

資料來源：Formula E 整理：記者文森

電動方程式賽車
（Formula E）香
港站賽事一票難

求，不少沒有買票進場的市民汲取
去年經驗，前往全玻璃設計的國際
金融中心（IFC）二期商場的Ap-
ple Store，享受對正賽道的極佳觀
賞位置，結果兩層Apple Store一
度聚集逾百人，相當熱鬧。有市民
則選擇居高臨下，在國金的露天花
園觀戰。有市民直言門票太貴，覺
得到店內觀看，過一過癮即可。

賽車經過眾人拍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Apple Store

所見，大批市民靠在玻璃幕牆旁
邊，等待下午3時進行的正式比
賽，令店內顯得十分擁擠。其後，
每當有賽車經過國金對開的路面
時，店內的市民即舉起相機拍攝。
葉先生表示，自己雖不是賽車發

燒友，但對方程式賽車有興趣，故
特意到中環商場內觀賽。他坦言，
賽事門票索價2千多元太昂貴，而
海外觀看相關賽事的門票較便宜，因

此無計劃購票入場。
胡先生特意帶同相機到商店現

場拍攝賽事。他笑說，看見一架
接一架電動車由龍和道風馳電掣
轉入民耀街，同時聽見飆車的聲
響，感覺十分刺激。

稱視野更勝觀眾席
劉先生則說，天台景觀比坐在

觀眾席更好，毋須花錢，能夠看
到轉彎位及比賽過程，坐在觀眾
席則只能看到直線賽道，而且有
圍欄遮擋景觀。

黃太一家人表示，這類比賽很刺
激，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多舉辦賽
事，更希望一級方程式賽事能夠在
香港舉行，又認為如果可以在彌敦
道舉行比賽，更能宣揚香港特色。
連接中環碼頭、港鐵香港站及IFC

二期的行人天橋全段，昨日均被半
透明布幕遮掩，警方亦在天橋實施
人潮管制，放置鐵馬分隔往返碼頭
的行人路，及呼籲市民不要停留，
以免造成危險和混亂，但有不少途
人在天橋及中環渡輪碼頭上層觀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 港 電 動 方 程 式
（Formula E）上季賽事
辦得有聲有色，今年新一

季亦選址香港進行首兩回合揭幕戰，立法會旅遊
界議員姚思榮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賽事最終為香港帶來多少直接收益需由旅發局作
調查，但認為至少可提升香港作為「盛事之都」
的知名度，帶來無形的價值，值得繼續舉辦賽
事，成為香港重要體育盛事之一。

有助開拓海外車迷市場
姚思榮表示，香港每年接待逾5,000萬人次旅客，

除了現有傳統景點，及近年推廣的綠色旅遊外，應持
續開拓旅遊資源，尤其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透
過舉辦Formula E等國際賽事，能提升香港在國際的
知名度，如上海及新加坡都會舉辦一級方程式賽車，
成功提高國際聲譽，亦能增加旅遊收入。
他認為，Formula E能仿效國際七人欖球賽，成

為每年常規賽事，不但有助香港旅遊業持續發展，
亦可透過賽事開拓海外車迷市場，吸引更多海外過
夜旅客。

建議商場設大熒幕直播
今次Formula E票價不菲，龍和道主看台的成人

單日票價為2,380元，添馬公園看台的成人單日票
價為2,880元。姚思榮認同價格比較昂貴，或將不
少人排除在外，並建議主辦單位明年考慮在商場內
大熒幕直播賽事，讓更多香港人投入到賽事之中，
以達至宣傳效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Formula E 不但吸引了不少遊客專程來
港，不少港人也到場感受氣氛，並樂在其
中。他們都認為活動值得支持，特區政府應
加強配套，推廣賽車活動。

長遠應考慮建賽車場
謝先生：與一家大小第

一次參與Formula E活動，
E-Village 的安排十分好，
不單環境優美，還提供椅
子可以讓市民享受活動。
嘉年華節目亦吸引，尤其

得到賽車手的簽名相當開心，希望香港可
以有更多這類讓一家人也能參與的嘉年
華。如果香港欲推廣賽車運動，長遠應考
慮興建賽車場，因為始終本港街道不適宜
舉行賽車。

門券售價四位數太貴
劉小姐：第一次參與For-

mula E活動，但只是憑贈
券入場，門券售價定在4位
數字實在太昂貴，數百元
才會考慮購買。總括而言
十分享受活動，氣氛及位

置都不錯，可能是因為香港少公共空間，但
活動及飲食攤位的數量都可增加。希望場內
可以有更多關於賽事資訊如賽程發放，讓入
場市民感受氣氛之餘，亦可以對賽事有更多
認識。

倡贈券也可現場觀賽
鍾先生與

太太：我們
是 手 持
E-Village 贈
券入場，但
到場方知道
不能進入看

台觀賽，只可以透過場內熒幕收看，對此
大感失望，因為在家裡也可以看電視，到
場就是希望可以親眼看到賽事，大會應考
慮增設地方以至看台讓進入E-Village的市
民觀看。整體上，賽事可以推廣賽車運動，
值得支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圖：梁祖彝 攝

因 應 Formula E 賽
事，中環海濱一帶今日
會分批實施臨時交通安

排，大會至明天早上5時15分期間，會封
閉部分中環新海濱的道路，包括民光街、民
祥街、民耀街、龍和道的部分路段，以及耀
星街全段，此範圍內的行車道、地面行人路
及部分行人過路線均會同時封閉，作為臨時
賽道。
運輸署表示，今日共有32條巴士線和9

條專線小巴路線受影響須臨時改道或搬車
站。大會預計，以上受影響地區的交通將
會比平時擠塞，市民應預早計劃行程、盡
量使用非路面交通工具及留意當日的最新
交通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電動
方程式Formula E錦標賽香港站首日
賽事，昨日下午在中環海濱完成，去
年總成績第四位的維珍車隊英國車手
布特，率先賽完43圈衝線奪標，鈦麒
車隊的韋恩第二，季軍是馬恆達車隊
的夏菲特，賽後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頒獎。

彎位碰撞停賽半小時
比賽於昨日下午舉行，20輛戰車在

龍和道往金鐘方向的起點出發，不過
在第一個圈，有戰車駛至金融街附近
的S型彎時發生碰撞並堵塞賽道，令
大會一度要出示紅旗暫停比賽，比賽
於約半小時後恢復。
布特在賽後記者會感謝團隊，指知

道今年競爭激烈，能以首名衝線屬意
料之外，他又以「瘋狂」形容比賽，
又指維修車道太骯髒多塵，影響停車
令意外發生，又認為賽道附近高樓大
廈多，影響通訊訊號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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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文森文森））電動方程式電動方程式Formula EFormula E賽事再臨香賽事再臨香

港港，，昨日在中環海濱揭幕昨日在中環海濱揭幕，，比賽一連兩日都有正式賽事比賽一連兩日都有正式賽事。。首日賽事首日賽事

吸引不少旅客入場吸引不少旅客入場，，有上海來客指香港是亞洲唯一舉辦電動方程式有上海來客指香港是亞洲唯一舉辦電動方程式

的地方的地方，，相信不少旅客與自己一樣慕名而來相信不少旅客與自己一樣慕名而來，，有意大利旅客更特意有意大利旅客更特意

由寧波工作的地方趕來香港欣賞賽事由寧波工作的地方趕來香港欣賞賽事。。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雋

永表示永表示，，盛事帶動中上環一帶酒吧生意盛事帶動中上環一帶酒吧生意，，料帶來額外兩成生意料帶來額外兩成生意。。

撐多辦盛事
望門券降價

市民湧Apple Store免費觀戰

英車手奪首日賽事錦標

姚
思
榮
：
增
港
知
名
度
無
價

中環多路今臨時封閉

■■電動方程式電動方程式Formula EFormula E賽事再臨香港賽事再臨香港，，昨日在昨日在
中環海濱揭幕中環海濱揭幕，，比賽一連兩日都有正式賽事比賽一連兩日都有正式賽事，，吸吸
引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入場引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入場。。 新華社新華社

■■林鄭月娥昨日為林鄭月娥昨日為Formula EFormula E賽事揭幕並在賽事揭幕並在
場地內的場地內的「「Emotion ClubEmotion Club」」體驗模擬賽車體驗模擬賽車。。

■■賽績彪炳的車手互賽績彪炳的車手互
噴香檳慶賀噴香檳慶賀。。 路透社路透社

■童小姐(右一)與模特兒朋友。 文森 攝

■意大利遊客Gianni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英國車手布特勇奪首日
賽事錦標。 美聯社

■■大批市民湧入賽場附近的大批市民湧入賽場附近的Apple StoreApple Store內免內免
費觀戰費觀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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