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Festival Walk Glacier or call us at (852) 2844 3588/5500 3588.

1 - 31 December 2015

Love Christmas - Love Gathering Toys
Festival Walk Glacier has created a giant Christmas Gift Box for the collection of donated toys, all of which will be delivered to The Salvation Army to 
benefit deprived children. By making a donation, your child can experience the joy of giving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5, 6, 12, 13, 19, 20, 23 – 27 December 2015 (12:00 noon – 6:00 pm)

Photo Taking with Santa
Festival Walk Glacier Student Cardholders can take photos at Santa’s Village on Level LG2 for a special price of just HK$60 (originally HK$80). This 
delightful memento comes in a beautiful limited-edition picture frame. All proceeds from ticket sales will go to the Charles K. Kao Foundation for 
Alzheimer's Disease.

12 and 13 December 2015 (3:30 pm)

Happy Rhythm on Ice
The rink is brimming with festive cheer thanks to a programme of Christmas songs and instrumental performances by the Hong Kong Dream Art Center 
and Syrinx Flute Choir.

19 December 2015 (11:00 am / 1:30 pm)

Balloon Art Workshop
Celebrate Christmas by creating a unique balloon! Festival Walk Glacier has specially invited an expert instructor to host two fun-filled workshops 
where kids can learn how to make a beautiful balloon for Christmas. Space is limited, so enrol now!

20 and 23 December 2015 (7:00 pm)

Christmas Dance On Ice
This Christmas, more than 80 figure-skating students from Festival Walk Glacier are proudly presenting a magnificent performance.

24 December 2015 (3:30 pm & 7:00 pm )

Holiday Icy Dance
A thrilling new Christmas Eve performance like nothing you’ve seen before! Featuring acclaimed international ice-skater David Liu and “15 20” (Jolie 
Chan and Band), this one-of-a-kind performance is brimming with a joyful festive vibe!

24 and 25 December 2015

Santa On Ice
Santa On Ice is a cool new addition to Christmas in Hong Kong! Santa and his beautiful partners will skate around the rink to pose for photos and 
hand out free candies!

Festival Walk Glacier is proudly celebrating the pleasures of a fantastic, feathery Christmas!

Beneficiary Org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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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親臨又一城歡天雪地或致電	(852)	2844	3588	/	5500	3588查詢詳情。

2015年12月1日至31日
愛心玩具大召集
又一城歡天雪地及救世軍打造巨型愛心玩具盒，透過收集小朋友捐出的「愛心玩具」，於聖誕節這
個普天同慶的日子，將愛心傳達給有需要的小朋友。

2015年12月5、6、12、13、19、20、23至27日 (中午12時至下午6時)
「親親聖誕老人」優惠
又一城歡天雪地溜冰學生憑溜冰學生證即可以優惠價港幣60元(原價港幣80元)，於LG2層之聖誕老人小
村莊與聖誕老人合照，零距離接觸聖誕老人之餘，更可獲贈精美限量版相架乙個! 讓你跟親朋分享
於又一城的歡樂時刻! 所有門券收益將撥捐高錕慈善基金作慈善用途。

2015年12月12及13日 (下午3時30分)
冰上樂韻聖誕頌
又一城歡天雪地於今個聖誕特別邀請來自香港夢藝術中心及詩穎長笛合奏團的一班學生為我們帶來
詩歌獻唱及樂器演奏，讓場內洋溢著濃厚的聖誕氣氛!

2015年12月19日 (上午11時及下午1時30分)
扭扭氣球藝術工作坊
聖誕節將至，小朋友可參加扭扭氣球藝術工作坊。在專業導師的細心指導下，小朋友可製作別緻的
扭扭氣球慶祝聖誕節。名額有限，不容錯過！

2015年12月20及23日 (晚上7時)
冰上舞動聖誕匯演
超過80位「又一城歡天雪地」的花式溜冰學員於今個聖誕獻上「冰上舞動聖誕匯演」，並以聖誕
為主題，編排了一系列優美而高難度的花式溜冰表演，讓大家留下難忘和深刻的聖誕回憶。

2015年12月24日 (下午3時30分及晚上7時)
冰幻飛舞平安夜
今個平安夜，冰上舞蹈結合絢幻燈光，國際級溜冰舞者劉中達與「15 20」(Jolie Chan and band)樂
隊同場演出，與大家共渡一個氣氛洋溢的節日。

2015年12月24及25日
冰上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會連同可愛的聖誕女郎隨時於冰面出現，為入場人士送上聖誕糖果，更會和大家一起拍照
留念，留住這奇妙的時刻，送上一個與別不同的聖誕佳節!

今個聖誕，又一城歡天雪地為你呈獻雪亮夢幻的星羽閃耀白色聖誕！

冰上聖誕
星羽舞動

受惠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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