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天下海」海園VR過山車聖誕登場
聖誕全城 HO HO HO 小檔案

■開放時間
12月11日至12月15日（早上10時至晚上6時）
12月16日至12月22日（早上10時至晚上7時）
12月23日至明年1月1日（早上10時至晚上8時*）

■入場費
成人438元；小童（3歲至11歲）219元

■焦點
VR越礦飛車： 遊人瞬間進入亞馬遜熱帶雨林，

與森蚺、三趾樹獺、美洲豹等動
植物擦身而過

聖誕市集： 共60位本地設計師輪流進駐市集
擺賣

VR至FUN專區： 遊人能挑戰水果忍者、射擊、空
中飛翔及在吊橋上完成半空任務
等體感遊戲

*：晚上7時至11時將免費開放「海濱樂園廣場」和
「食尚水都」

資料來源：海洋公園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佩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海洋公園將於今個聖
誕推出全港首個虛擬實境（VR）過山車，透過結合越礦
飛車及尖端科技，令遊人猶如置身於亞馬遜雨林之中，
更能感受時速高達71公里的高速及離心力，經歷「上天
下海」的驚險旅程。海園主席孔令成昨日表示，海園亦
首次於本月23日至下月1日推出免費夜場，由晚上7時
至11時免費開放「海濱樂園廣場」及「食尚水都」讓遊
人感受聖誕氣氛並可在手作市集尋寶。

「聖誕全城 HO HO HO」下周推
海洋公園「聖誕全城 HO HO HO」於下周一起至下
月1日舉行（見表）。孔令成指出，海園與三星電子合
作推出全港首個虛擬實境過山車，遊人戴上頭盔裝置
Gear VR和登上「越礦飛車」後，可透過Gear VR內置
的屏幕，體驗亞馬遜雨林的虛擬實境，經歷「上天下
海」的驚險旅程，以全新方式窺探亞馬遜激流及熱帶雨
林大自然環境的生物多樣性，了解各種珍貴動植物的棲
境及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他續說，除了VR過山車外，遊人也可在園內兩個VR
遊戲區「VR至FUN專區」及「VR動感挑戰陣」玩
樂，如可於動感天地的「VR 森度行」漫步樹蔭及泛舟
河上，再走進部落體驗民俗生活，其間雀鳥、蝴蝶撲面
而至，以360度感受熱帶雨林。
孔令成說，下月16日起「海濱樂園廣場」將舉行「海
洋公園X Pinkoi 聖誕市集」，販售多款由本地人氣設計

師原創設計的產品，如本地紮染精品、充滿香港情懷的
街頭小販檔立體砌圖，以及皮革藝術精品等。同時，
「海濱樂園廣場」亦設有40呎高的聖誕樹，每晚會舉行
「光影聖誕」亮燈儀式，相信能吸引一家大小到場。
他補充，除本月23日至下月1日連續10天於晚上7時

至11時免費開放「海濱樂園廣場」及「食尚水都」外，
「海龍王餐廳」亦會於本月10日、17日、23日至29日
及31日，10個指定日子推出「聖誕大餐配晚上7時後免
費入場」套票，讓遊人能於聖誕佳節與家人朋友一起盡
興。

■全港首個虛擬實境過山車，帶來視覺、體感合一的震
撼體驗。 海園供圖

紮職懲教主任：少數族裔擁方言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何寶儀）懲教署
昨日舉行學員結業會
操，共有16名懲教主
任及94名新入職二級
懲教助理參加。有少
數族裔人士由員佐級
晉升為懲教主任，冀

成為少數族裔社群的榜樣。他認為，少數
族裔的身份讓外籍在囚者更樂意與其溝
通，成為一大優勢。
43歲的Sigh Gurdit Johnny經潛質人員
晉升計劃，獲委任為懲教主任。他希望服

務社會，且其親戚亦於懲教署工作，遂於
1993年加入懲教署擔任二級懲教助理一
職。會考畢業的他於2015年報讀大學課程
後，於今年取得學位。他坦言，要同時兼
顧工作、學業及家庭並不簡單，亦曾想過
放棄，但他一心希望成為子女的榜樣，故
堅持繼續進修，現時兩名兒子亦學有所
成，分別就讀港大及中大。

有利與外籍在囚者溝通
他續說，少數族裔精通中、英及其他方

言，有助他與外籍在囚者溝通。他舉例
說，曾遇見有外籍囚犯悶悶不樂，主動關

心下得悉對方收到母親入院的消息，終透
過上司協助他打電話回家。對於早前「雙
學三丑」被指服刑期間遭暴力對待，
Johnny表示，懲教署公平及公正地對待任
何在囚者，若有任何問題，可投訴及求
助。
現年24歲、新入職二級懲教助理的吳
沅霖，於大學時主修老年學。她表示，
中學時曾擔任總領袖生，時常輔導有行
為問題的同學，曾遇過經常不回家及遲
到的同學。她希望加入懲教署能幫助他
人改過。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於致辭時表

示，近年本港釋囚再犯率不斷下跌，從
2000年的39.9%跌至2014年的25.9%，成
績令人鼓舞。

羅智光：釋囚再犯率續跌
他續說，公務員事務局於社交網站上發

表在囚者改過自身的短片——「給天國媽
媽的信」，化名的阿成以前是黑社會成
員，因謀殺罪成被判終身監禁，在赤柱監
獄服刑。起初他在獄中感到非常絕望，但
母親對他不離不棄，離世前的一番話令他
主動尋求協助，努力進修，後來在懲教署
臨床心理學家協助下，學懂如何處理情緒
和改善人際關係。羅智光相信，還有很多
「阿成」受惠於懲教署的更生計劃，將來
能夠回饋社會。

■ Sigh Gurdit,
Johnny

《商報》65歲生日 500名人同賀
林鄭月娥楊健宋如安何啟茂到賀 董建華何厚鏵王志民謝鋒崔世安送題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

詩）香港商報昨日於金鐘萬豪

酒店舉行慶祝創刊 65 年酒

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

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副

特派員宋如安、解放軍駐港部

隊參謀長何啟茂等近500名政

商界名人出席祝賀。同場並舉

行了「全球商報聯盟商學院」

成立儀式。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何厚鏵，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駐港特派專員謝鋒、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等均發

送誌賀題詞。

■林鄭月娥致辭時肯定《商報》
對香港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林鄭月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商
報》秉持「為商界代言，為商家服

務」的宗旨，致力提供經貿信息，促成各類
交易及投資項目，間接推動香港的經濟發
展。時至今日，《商報》已發展成為一個多
媒體平台，讓讀者和商家更方便搜尋最新信
息及商機，可謂貢獻良多。
她續說，《商報》早在10年前已成立
「全球商報聯盟」，與內地和全球70多家

財經媒體連成一線，提供互動的共享平
台，現時聯盟更成立商學院，協助內地新
聞業升級轉型，掌握新媒體發展，時刻與
時代同步，方能站得高，看得遠，走得
前。

陳寅：勇於擔當 獻力港繁榮
林鄭月娥最後祝願《商報》生日快樂，

業務蒸蒸日上。

香港商報社長陳寅表示，《商報》能走到
今天，除了多年來《商報》人的努力和奉
獻，更有賴於堅持愛國愛港的立場、在商言
商的理念，恪守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報
格，以及堅守公正持平的原則和服務社會的
宗旨。
他續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

中，賦予了「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的新定
位、新使命，作為傳統愛國愛港媒體，《商

報》會勇於擔當，更加發揮媒體平台的功
能，為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商學院成立 新聘逾30顧問
酒會上，林鄭月娥、楊健及宋如安等嘉賓

一同主禮「全球商報聯盟商學院」成立儀
式。陳寅及《商報》常務副主席黃偉常則為
新聘的30多名顧問頒授聘書。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深圳市
委常委李小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全國政協常委余國
春、林樹哲，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
強，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候任會長吳宏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香港中國
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張夏令，全國政協委
員霍震霆，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
榮懷等都有赴會。

■陳寅表示《商報》會為香港繁
榮穩定繼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商報》昨日於金鐘萬豪酒店舉行慶祝創刊65年酒會，近500名政商界名人出席祝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
暖
笠
笠
」
度
聖
誕

今
年
外
遊
增
兩
成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88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香  港  新  聞A10 ■責任編輯：鄺 民

謝鋒會見律師會 闡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昨日在外交部
駐港公署為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率領的律師會理事及
對外事務常務會一行介紹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謝鋒祝賀香港律師會成立110周年，並對律師會多年

來為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作出的積極貢獻表示
讚賞。謝鋒從中國的「特色」出發，結合我國在「一帶
一路」建設、發展大國關係和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的鮮活
實例，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近年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所取
得的突出成就，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外交思想的深刻內
涵。
謝鋒又介紹了涉港外交工作的理念和方向，表示公署

將繼續做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定守護者、特區
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進者、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的
忠實維護者。

進新時代 兩地命運息息相關
謝鋒說，香港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和祖國的命

運息息相關。步入新時代的中國包括香港，需要香港，
也將進一步成就香港。
他指，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希望香港法律界朋友繼

續發揮自身優勢，為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作出新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聖誕及除夕長假期將至，不少港人
會外遊歡度佳節。有網上旅行公司
發現，今年港人在聖誕除夕的外遊
需求按年增長20%。該公司根據機
票搜尋的最新數據發現，泰國曼谷
取代了台北成為港人外遊首選，其
次是韓國首爾及第三位的台北，十
大熱門地點搜尋量增幅最強的是新
入榜的澳洲墨爾本，按年升 2.6
倍。公司總經理蘇嘉媛分析，十大
目的地當中半數位於熱帶地區或南
半球，反映港人傾向過「暖笠笠」
的聖誕。

取代台北 曼谷成首選
Expedia.com.hk根據最新機票需

求數據分析，發現港人在聖誕除夕長
假期間外遊目的地「大洗牌」，泰國
曼谷受惠於室內主題樂園LINE Vil-
lage Bangkok等多個主題公園開幕，
機票搜尋量按年升25%，取代台北登
上榜首；第二位的首爾機票搜尋量亦
按年升10%。
除日、韓、台、泰的旅遊熱點外，

新加坡、墨爾本及悉尼亦首次打入排
名榜，三地的搜尋量均激增逾倍。
Expedia東北亞區總經理蘇嘉媛

認為，新加坡近年推動自然風景與
野生生態，增設主題樂園，適合親
子旅遊，大受年輕父母歡迎；悉尼
平均機票價格較去年同期下跌
15%，加上是全球首個踏入新年的
城市，每年除夕悉尼歌劇院都會舉
辦大型煙花表演，相信亦是吸引港
人到訪的原因。

她續說，根據2016年數據顯示，最佳預
訂機票時間是出發前的7天至13天，價格會
較出發前14日至20日便宜10%，相信港人
亦趁此「抓緊節日的尾巴」預訂機票外遊。
她預料，俄羅斯將成明年的新旅遊熱點，因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盛事將於俄羅斯舉行。
蘇嘉媛指，數據亦反映香港打入不同地

區的十大除夕旅遊排行榜，當中台灣旅客
視香港為除夕旅遊的首選；泰國及新加坡
旅客分別視香港為外遊目的地的第二位及
第四位。

■謝鋒與香港律師會一行人合照。
■謝鋒介紹中國特色大
國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