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n IceHalloween
Halloween is almost here again! This year's celebration at Festival Walk Glacier offers 
great fun for everyone. Don't miss out!

Festival Walk Glacier has specially invited an expert instructor to host two fun-filled workshops. Kids can 
learn how to make their own Halloween candy bucket. All artworks will be entered into a competition, and 
the winner will receive a family skating package worth HK$280! Space is limited, so enrol now!

All skaters visiting Festival Walk Glacier will receive a complimentary beverage coupon* from 
Dan Ryan's Chicago Grill, a discount coupon* from ANA Gura and The Lobintan.

Festival Walk Glacier offers great fun for everyone, including face 
painting, games and more. Don't miss out on all the free gifts and 
candies* for a sweet and fun-filled Halloween at Festival Walk Glacier!

To make Halloween even more special, students from Festival Walk Glacier 
are proud to bring you a thrilling figure-skating performance with a 
Halloween theme.

29 October 2016 (1:30 pm and 4:00 pm)

31 October 2016 (6:00 pm)

31 October 2016 (6:00 pm - 9:00 pm)

31 October 2016 (8:00 pm)

Halloween Candy Bucket Workshop

Halloween Welcome Gift

Halloween Party

Figure Skating on Ice

Special thanks to :

* Available while stock lasts.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Festival Walk Glacier or call us at (852) 2844 3588/ 5500 3588.



萬聖節
冰上繽「FUN」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將至，又是盡情狂歡玩樂的時候! 今年又一城歡天雪地準備了
一連串精彩節目，萬勿錯過！

特別鳴謝：

又一城歡天雪地特別舉辦萬聖節糖果桶工作坊。在專業導師的細心指導下，小朋友可與家長親
手製作出具個人特色的萬聖節糖果桶。工作坊完成後，導師會選出最具創意的作品，得獎者可
獲家庭溜冰套票乙份價值港幣280元。名額有限，不容錯過！

每位入場人士均可獲贈Dan Ryan's Chicago Grill免費贈飲券*、穴蔵及路邊攤折扣優惠券*各一張。

今年又一城歡天雪地特別舉辦「哈囉喂狂歡派對」，並準備了一連串
精彩節目，包括萬聖節畫面服務、攤位遊戲，更於派對上派發精美禮
物及糖果*，為今個萬聖節增添氣氛！

又一城歡天雪地的花式溜冰學員會獻上以萬聖節為主題的花式溜冰表演，
表演將包括一系列優美而高難度的花式溜冰動作，慶祝萬聖節。

2016年10月29日 (下午1時30分及下午4時)

2016年10月 31日 (晚上6時)

2016年10月31日 (晚上6時至9時)

2016年10月31日 (晚上8時)

萬聖節糖果桶工作坊

哈囉喂入場有禮

哈囉喂狂歡派對

花式溜冰表演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附有條款及細則限制。
 歡迎親臨又一城歡天雪地或致電 (852) 2844 3588 / 5500 3588 查詢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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