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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摄澳门

“淘宝天猫也有台湾地区的版本，
‘双11’同样有很多活动，折扣力度相当
大。”来自厦门的陈毅今年来台湾高校做
交换生，在台湾赶上“双11”，见微信群
里有同学分享相关信息，便立刻加入抢
购队伍。

陈毅告诉记者，自己从淘宝平台购
买了两件衣服，即便算上跨越海峡的运
费，还是很便宜。“1 公斤商品运费才 15
元人民币，而且我可以在很多家店购买
完之后再一起算钱，合并运输。有台湾
朋友喜欢淘宝的衣服，就一直在购物车
攒着，打算‘双11’一起买。”

“‘双 11’期间，岛内商家同样会
推出优惠活动。药妆、面膜、隐形眼镜
等商品优惠多，既便宜又好用。”陈毅
说。

购物节十年 阿里放大招

与以往不同，今年“天猫双 11 全球
狂欢节”迈入十周年，阿里巴巴首次集
结旗下所有业务，全面覆盖食衣住行、
吃喝玩乐以至生活全方位场景，与全球
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共同狂欢，通过优质
商品、娱乐内容及快速可靠的服务，带
来更丰富的体验。狂欢节也将展现消费
者及各大品牌拥抱阿里巴巴新零售战略
的热情，让买家享受科技带来的线上线
下零售融合。

10年前，“双11”购物节还只有27家
品牌参与。如今，它已是汇聚 18 万家品
牌的全球购物狂欢节，手机、小家电、

服饰及美妆护肤品牌都积极参与。比如
今年的 iPhone XR 手机、台湾刚上市的
戴森卷发棒，就在“双 11”前启动预售
模式。

同时，全球 1000 多家品牌今年推出
独家订制款竞逐“双11”，其中德芙巧克
力特邀米其林三星大厨来调配秘方。“走
到第十个年头，天猫‘双 11’早已超越
电子商务促销的概念，成为了全球品牌
的奥运会。”天猫总裁靖捷说。

除了商业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今
年“双 11”线上线下的串联整合，几乎
涵盖日常消费所有方面。在优惠折扣方
面，除了商家提供的优惠外，阿里巴巴
还将发放超过 100 亿元 （新台币，下同）
的购物津贴与红包，且各种优惠都可叠
加使用。再搭配较往年简单的玩法规
则，消费者可买得更加尽兴。值得一提
的是，今年活动中推出的“包邮区”优
惠将涵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方便
大家“买全球，卖全球”。

大数据分析 锁定消费群

“天猫双11全球狂欢节”一系列优惠
促销不仅让台湾消费者满心期待，庞大
商机也让台湾不少品牌加入战局。例如
主打面膜产品的森田药妆便是其中之
一，花费多年时间成功打进大陆市场，
今年已经是第8年参与“双11”。

森田药妆执行董事郭易轩透露，今
年品牌准备了220万盒面膜备战，回想这
8年间，因为与天猫平台合作，逐渐让大

陆消费者认识及了解品牌价值。“以往台
湾电商只做降价促销，但‘双 11’其实
更重视品牌与消费者沟通的机会，让大
家了解品牌的价值才是重点。”

知己知彼才能致胜。根据天猫平台
所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森田药妆针对大
陆北方干燥的气候，推出深度保湿的地
方限定款。不只是卖家，买家同样也可
以从平台大数据分析中获利不少。台湾
用户郇小姐拥有 4 年以上淘宝使用经验，
不仅婚礼中的伴娘服、花篮、桌上布置
品等从天猫上购得，婚后小孩的生日派
对用品也都在平台上下单。“淘宝什么都
有，是我人生美好时光的最佳拍档！”

此外，“京东双11全球好物节”也于
11 月 1 日在台湾正式启动，将持续 15
天。针对台湾消费者喜爱的电器、手
机、数字商品、图书、生活日用等热销
品，京东提供正品质量保证，并主打 99
元人民币以上、订单内5公斤免运费的服
务。与此同时，平台在此期间每日推出
不同主题优惠，包括计算机数字用品5折
起、万部手机5折秒杀、精选商品满人民
币199元减100元及超级品牌优惠日等。

抢搭购物潮 电商齐发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籍博士罗
鼎钧每年“双11”都会熬夜抢购。他的许多
台湾朋友也不例外，有些人还因此爱上了
淘宝。在比较两岸网购差异时，罗鼎钧对
记者说：“台湾网购其实跟大陆差不多，但
取货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有快递到家、便
利店7-11或全家取货的多元选择。”

来自台湾的杨子娴在大陆读完研究

生之后，选择在上海工作。她在台湾期
间不常网购，因为想购物只要走出家门
便可就近解决，价格也便宜，有时比网
购方便。“大陆太大了，在淘宝买比我去
外面找还方便，而且可以看看评价。”杨
子娴对记者说，淘宝有时真的是白菜
价，比去外面超市买便宜很多。

过去，有些台湾人会对商家优惠幅
度和较高运费心存顾虑，认为如不大量
购买，商品网购成本反倒比线下高；再
加上有同期商场周年庆的大幅折扣，他
们对于“双 11”的参与热情远不及大陆
民众。然而今年岛内本地店家强势发
力，线上线下加快布局，也要搭上“双
11”的快车，带动销售气氛一路走热。

比如由台湾民众广为使用的社交平
台LINE（连我）推出的“LINE购物”首度参
战，它上线至今虽不满一年，但900万不重
复使用者、42%回购率、超过10%的转换率
都让外界对其“双11”表现充满期待。

台湾“超市双雄”全家和统一也纷纷
发力。全家旗下电商平台“全家行动购”
全馆商品推出超低折扣，覆盖民生用品、
美食饮料和 3C用品，还首度推出“商品
预售专馆”，民众可先趁便宜扫货，再分
次到店取货，串联线上线下购物体验，还
可享受多项限时闪购优惠等，估计会带动
业绩年增四成。统一超市旗下线上购物中
心“ibon mart”也于 11 月起推出活动，
集结星巴克等11大品牌，活动期间推出限
量每日一物，商品最低 1 元加购价。“双
11”当天再推出111元、1111元、买1送1
折扣专区，上万件商品低价飨客，目标是
带动业绩成倍增长。

（本报台北11月8日电）

台湾消费者也“疯”双11
本报记者 张 盼

台湾消费者也“疯”双11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天猫在台湾推出的环岛“双11”巡回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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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我在台湾岛，基隆港把我滋养……我渴望，我渴
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受这首歌影响，一些上点
年纪的大陆人都对基隆有着美好的想象。游基隆，若有时间慢
慢行来、细细品味，定不会让人失望。

天然良港 奇丽景观
从台北市区搭客运，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基隆。空气中有海

的味道和食物的烟火气，老旧低矮的民居、狭窄的街道和现代化
的集装箱、塔吊、豪华邮轮比邻而居，基隆的现状让人五味杂陈。

基隆位于台湾岛东北角，古名鸡笼，一说因基隆山像鸡笼
形状而得名。清光绪年间改名为基隆，寓意“基地昌隆”。基
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为北台湾天然良港，也是重要的海洋
渔业基地。基隆港的营运量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是世
界知名的货柜港。这些年，基隆港的地位逐渐被超越，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好在离台北不远，基隆人可以到台北
找工作。也有台北人看中基隆较低的房价，来此置产。每到周
末假日，坐拥奇丽山海风光的“台北后花园”基隆更是吸引着
大批游客到访。

奇岩异石林立的和平岛滨海公园，是基隆人的骄傲。和平
岛位于基隆港东北部，常年受东北季风吹袭和海浪拍打，此地
形成了奇特的海蚀地形景观，有蘑菇状的“蕈状石”，有四方
形的“豆腐岩”，还有退潮时才会出现的“花豹岩”，仿佛鬼斧
神工的地质博物馆。更妙的是，海蚀地形会随海象变化呈现不
同风貌，是摄影爱好者的拍照秘境。滨海公园内的海水游泳池
每年 6月至 9月开放。每到假日，拖儿带女的小夫妻便带着帐
篷等装备来此驻扎，整日戏水；年长者则沿着环山步道健步
走，观石看海，各得其乐。

如果觉得和平岛公园游泳不尽兴，可驱车沿海岸公路到大
武仑渔港。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小港，海清沙幼不输南台湾的
垦丁，假日常见戏水人潮，是基隆市沿岸海域的重要景观之
一，暑假期间常在此举办大武仑沙滩海洋音乐祭。

庙口夜市 美食天堂
戏水回程，可沿途觅食，路边小饭店的生猛海鲜价钱公

道、丰俭由人。有时还会偶遇当地人拿自己钓得的稀罕海货来
请店家料理，见旁边的人垂涎，便热情地邀请一起尝鲜。

不过，要尝基隆美食，还得去庙口夜市。庙口夜市是全台
湾最著名的夜市之一，各色小吃以奠济宫为中心聚集，其实白
天就开始营业，只是晚间更加热闹。

夜市长四五百米，聚集了 300 多个摊位，挤得满满当当，
再加上摩肩接踵的人流，环境实在不能算好，多半是站着吃走
着吃。不过，逛夜市的人都有思想准备来体验人挤人的乐趣。
从街口一路吃下来，虾仁羹、泡泡冰、奶油螃蟹、猪脚大王、
红烧鳗羹……各家皆以独创口味招揽顾客，口碑远播，多年食
客盈门。店家无论冬夏都是一脸油汗，话不多说，只是手脚麻
利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食客们挤出一身汗，还得再来杯青草
茶或粉圆冰解暑，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海洋教育 人才摇篮
靠海吃海，基隆不仅有美食美景和淳朴的民风，还以海洋

教育、海洋文化知名。
台湾海洋大学占地50余公顷，依山面海，风景绝佳，是台湾海

洋人才的摇篮。夕阳西下，漫步防波堤，是海大人最美好的回忆之
一。山间有步道可至山顶，万顷碧波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离海大不远处的台湾海洋科技博物馆由三栋不同风格的建
筑所组成，此馆 1997 年开始筹备策划，到 2013 年才建设完成
对观众开放，是台湾地区除了屏东海生馆之外，另外一座以海
洋为主题的博物馆。除了静态的展示，也有一些互动设施，但
总体来说适合大一点的孩子，是基隆中小学校外教学的热门地
点。馆方为学龄前的小朋友专门设有儿童游乐厅，让孩子们在
游戏中认识海洋、亲近海洋。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被寄予厚望的海科馆目前还没有为
基隆带来期望中的人潮。基隆重现风华的希望在观光业目前已
成为共识，但离目标达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隆：昔日风华待重振
本报记者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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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门国际银行
杯”2018澳门汽车展复古老
爷车巡游活动拉开澳门车
展序幕。主办方组织了10辆
珍藏逾半个世纪的老爷车
与1辆双层敞篷巴士组成车
队，由渔人码头出发，途经
金莲花广场、新马路、旅游
塔、友谊大马路等重要地
标，宣传澳门城市形象，吸
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

上图：老爷车车队在
街上巡游。

右图：整装待发的老
爷车车队。

钟 欣摄
（中新社发）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创科发
展，除了投放资金外，也意识到
培育人才的重要性。目前香港不
少中、小学均重视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 （STEM） 教育，不
仅让学生获取知识，也为将来香
港的创科人才库储备新血，为成
为国际创科中心这一目标打好基
础。

香港 STEM 教育联盟于 11 月
3 日举行成立典礼。成立典礼当
天，联盟邀请了内地和香港的专
家学者以及来自粤港澳三地的
中、小学校长，就香港 STEM 教
育发展和人才培养为题进行交
流。在有关培养年轻人科学素养
的专题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韦钰提及发展创科的重要性。她
表示，香港的经济在转型，不能
单靠服务业，还需要培养更多不
同领域的人才。

香港 STEM 教育联盟会长徐
立之发表演讲时说，STEM 教育
越来越重要，他期望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为香港未来发展成国
际创科中心积累具创意并拥有综
合、协作和解难能力的科技人才。

联盟还将善用与内地的紧密
关系，为香港学生提供参与各类
创科活动的机会，并举办内地交
流活动。“我们已经与深圳福田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
通过结合两地力量，为 STEM 教
师提供师资培训。”徐立之透露，
联盟明年将筹办“全国未来工程
师博览与竞赛香港区赛事”，胜出队伍可代表香港出席
在北京举行的决赛赛事。

近年香港特区政府对推动创科发展显示了决心和承
担。2015年，特区政府宣布推动STEM教育，促进发展
21世纪所需的创新思维、开拓与创新精神，以增强香港
竞争力；去年10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其任
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循八大方向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例如增加研发资源、汇聚科技人才等。

今年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拨备超过500亿港元，
以加速发展创科。而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林郑月娥建
议向中、小学每年拨款9亿港元的“全方位学习津贴”，
让学校组织教室以外的多元化体验学习活动，促进学生
的STEM学习。

林郑月娥在香港 STEM 教育联盟成立典礼上表
示，特区政府重视培育与创新科技相关的多元人才，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教育局除了更新科学、科技和
数学学习领域的课程外，也落实不少支援措施，包括
持续为教师举办专业培训课程，提升他们在课程规划
以及推动STEM教育的专业能量。

在特区政府推动STEM教育的引领作用下，不少与
STEM教育相关的团体相继成立，支援学校和教师推动
STEM教育，但香港教育界在推动STEM教育过程中仍
面对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香港 STEM 教育联盟副主席黄锦良表示，虽然香
港中、小学近年越来越重视 STEM 教育发展，但现在
大部分学校仍在探索阶段。香港 STEM 教育联盟副主
席周文港表示，若要促进香港经济多元化，提升香港
的长远竞争力，香港必须发展创科。但单靠大学推动
科研教育不够，必须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应该开
始，增强学生的STEM知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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