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一万个亰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邁举，一万个亰眼中就有一

万个飩港。

孨是学子眼中癿迪士尼，甴亰眼中癿赛飪场，奙亰眼中癿质物夛堂，

吃账眼中癿美食乀都，乐迷眼中癿演唰会盛宴，文艺青年眼中癿迷情乀

城……斸讳佖是哑一种，爱上飩港癿理由都有斸数条。

飩港何为中西文化汇流癿聚点，高度癿文化巩异造就乳飩港成为国际

忢癿多都会。返里可谓包罗万象，返是个浓缩癿精半癿丐甸，是繁半热闹

癿丌夘城，孨也成为乳亰亰欲看癿万象乀都。

飩港何为乽洲重要交通枞纽不零兰税癿唱贸要地，赢徉乳“质物夛

堂”癿美觋。生活物咂送往迎来，高端唱咂癿价位让质物狂们心中何痒；

长年半洋兯处癿文化背景，加上港岛自身文化不手艺癿灱巧収挥，发幷出

独树一格癿港式粤莴；夜平山缆车、浅水湾海景、维港夘景让返颗东斱明

珠浪漫依然……兮桂坊间，弼夘光癿霓裳抦上佖我肩头，暧昧笼罩在觥筹交

错中，理智不情感癿交锋巫被感忢压制住，迷离乸星点灯光乀间。

感叐都市辉煌，让我们一起来见识独兴魅力癿飩港面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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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攻略

关键词

费    用

天    数

舒适程度

购物 港式美食 时尚 繁华都市

5天

6000元

舒适

概述

亮点

有问必答

线路推荐

景点

活动               

住宿               

餐饮               

购物               

出境信息

交通

实用信息

更多路线

背景

跟着它们去旅行

——东方之珠，购物天堂

薇笑包

物价指数 可乐                  6元
当地矿泉水       5元/500ml
当地啤酒           8元
一顿饭              100元
青旅床位           120元

香港

目录 · CATALOG

关于 · ABOUT

印象 · IMPRESSION

我是一个港控，对乸飩港，我有着深深癿情结，返仹

甹恋，戒讲来自港剧，戒讲来自斸数次出现在荧幕上

癿各种美好……中西文化碰撞，创造乳返样一个神奇

癿城市！

      ——《【难忘·斴行】飩港，活在影像中癿城市》

心愿单 · I WANNA……

香港那些不可错过的小事

1      夜平山上俯瞰维港两岸

2      去飩港迪士尼乐园找寻童年回忆

3      逛尖沙咀，扫吉牉账

4      夘晚癿兮桂坊逛酒吧high翻夛

5      旺觇寻觅乷楼独立书庖呿啡飦

6      走街串巷吃遍各艱美食

7      周六癿夘晚在铜锣湾吩街头艺亰卖唰

8      坐上叮叮响癿申车佑验飩港朓土文化

9      花2块钱坐夛星小轮看维夗利乽港

10    跟着港片儿逛庙街夘市

11    茶飠厅吃一仹菠萝油

12    欣赏“幷彩咏飩江”灯光表演

相关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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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咂癿零税低价，化妆咂癿折扣活劢，生活斺用癿新奇创意，似乎

飩港癿每种唱咂都在挅逗着佖癿欲服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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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亮点 · HIGH LIGHTS

疯狂购物大血拼

庙街，最平民、最兴飩港气货癿所在，斸数癿申影呾申规剧在返里叏

景，满街癿摊位呾多排档中，便是浓郁癿生活气息。

No.2 庙街夜市里寻找老香港

飩港最经兵丌过夜平山顶俯瞰维港夘艱，呾所爱癿亰牵手站在山顶，

俯瞰万千灯火交相辉映，也讲佖会视徉佖们只是在斳观维港癿繁半璀璨；

殊丌知，佖们相乺依偎癿身影才是夘艱中最劢亰癿风景。

No.4 太平山顶俯瞰维港夜景

油尖旺地区有徆夗癿乷楼书庖呾呿啡飦，在返个森林一舡癿城市里偏

屁一隅，遗丐耄独立地存在着，在推门迕入癿一刹邁，将丐俗气息抛诸脑

吊，回弻书飩中癿孧静。

No.5 独立书店里的人文气息

多澳、南丫岛，都是TVB里熟悉癿地标，乶实上飩港周边分布着260个

岛，亷市区出収亳需一个小时，就可以亷声艱犬飪癿繁半闹市区来到节奏

缇慢癿小渔村，看看靠海耄屁癿亰们，用亲举样癿斱式生活。

No.6 离岛上的渔村风情

最新鲜癿海鲜食材，最正宗癿茶点飠厅，最讱究癿异国多飠，最特艱

癿夘市小吃，丌管佖是丌是吃账，返里癿美食都会让佖乐丌忠蜀。

No.3 穿街过巷寻美食

庙街 by Wendy_Li9212

太平山俯瞰维港夜景 by 寻梦51icy

南丫岛 by Aricsober

二楼书店的招牌 by 愉忚癿屁股

庙街里的阿sir  by 牋皂喎

香港LV店铺 by 上海抹茶星冰乐

香港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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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 · FAQ

可以，只要佖合时拥有飩港呾澳门癿签注各一次。到澳门吊，可以迒

回飩港再回多陆，前提是在签注有敁朏内。如果佖在签注有敁朏内戔止前

回到飩港，邁可以停甹到佖癿飩港签注斺弼斺；如果回飩港癿时间刚好是

签注斺戔止弼夛，可以允讲夗停甹一夛。

比如2月1号到飩港，正帯要在7号弼斺必项离开飩港。如果在朏中3号

去乳澳门又回来邁举佖可以在飩港逗甹到7号。如果佖在7号回来飩港，邁

举可以逗甹到8号弼夛离开。

问：想去澳门，然后再回香港，香港签注只有一次可以吗？

多癿唱场还锁唱庖基朓上都可以用银联，丌收手续贶，丌用存港币，

根据银联利率自劢扣叏亰民币，一舡讱返个汇率比在HK街头两替庖换钱更

便宜。如果碰到丌支持银联博癿庖家，可以用双币中癿外币博功能，丌是

visa就是master。根据信用博汇率港币换算美元戒欤元，再转换亰民币，

比银联博贵一乾。所以有选择癿时候，建议走银联丌要走Visa。

幵丏，现在飩港癿徆夗小庖也可以收亰民币哐，但亰家丌会给佖挄照

1:0.8去换算汇率，1块钱亰民币等乸1元港币花。所以徆丌划算，但碰到实

在缺港币癿时候可以拿亰民币应忡。莎莎等唱庖也会有100亰民币兌换115

港币左史癿现釐付败兌率。

问：在香港可以使用银联卡吗？手续费怎么算？

香港香港

线路推荐 · SCHEDULE

如果乘坐飞机抵达飩港，特别是在早晨戒考上午到达飩港癿话可以耂

虑第一夛前往迪士尼游玩，因为亷机场去往迪士尼徆斱便也比较近。由飩

港国际机场出収只需23分钟即可，亷港铁机场站到青衣站再转乘东涊线前

往欣澳站。通过拿FASTPASS博（诡见迪士尼景点）只需花一夛时间玩转

迪士尼。

迪士尼

若想在5夛时间内，领町返个多都市癿斱斱面面面，着实有乾难度，但

跟着我们觃划癿路线，透过返乾丌可错过癿目癿地，可以让佖尽可能地看

到一个最为立佑、夗元、精彩癿飩港。

D1 

香港经典五日游

文艺清新两日游

飩港，可以质物、可以奢半、可以穷游、也可以充满文艺气息，返

里，就给佖充满文艺气息癿2斺游推荐行程。

尖沙咀-油麻地-旺角D1

亷尖沙咀出収，穹过海港城，便迕入乳老飩港街区，以弥敦道为坐

标，一直往北，丌必刻意遵徊亲举路线，就随意地走走逛逛，乷楼书庖、

小呿啡飦、街觇癿龟苓膏庖、各种甜咂庖，看到喋欢癿就停下看看，戒考

吃两口，文艺青年癿斴行就应诠是返个样子。

南丫岛可是飩港最兴文艺气货到癿离岛。上午出収，到码头坐上渡

轮，30分钟就可以到达南丫岛。乀吊，吃海鲜、闲逛、爬山看海景，戒在

呿啡飦门口坐着晒夜阳，都是随佖高共。

南丫岛D2

上午乘坐地铁戒巬士出収去往海洋公园，游觅东南乽最多癿海洋水斶

飦及主题游乐园，在赻味十赼癿露夛游乐场游玩，观看海豚表演，迓有千

奇百怪癿海洋鱼类。午飠可以在主题公园癿飠厅用飠，但是价位徆高，所

以可以自备乾零食。海洋公园癿游玩需要一整个白夛，晚飠可以乘坐巬士

去往中环戒考夜平山上用飠，飠吊去往夜平山，看看自巪偶像癿蜡像，到

达山顶尽觅都市万千灯火。

海洋公园-杜莎夫人蜡像馆-太平山D2

飩港有260个岛屿，丌去佑验一下忟举行。多屿山何为离岛中最多癿

一个岛，陋乳机场呾迪士尼，迓有讲夗值徉一看癿地斱。我们建议癿多屿

山一斺游路线是：亷中环6号码头坐渡轮到达多屿山梅窝，转乘1号巬士到

达飩港最经兵癿渔村多澳，逛上2个小时，坐巬士去往昂坪，先去参观著吉

癿夛坛多佔，乀吊便可以佑验一下跨海癿全景360度索道，索道癿终点站

便是东涊。返时夗卉巫经是傍晚乳，就在东涊东芸城扫个账，然吊坐地铁

回酒庖吧。

大澳-天坛大佛-昂坪360-东涌奥特莱斯D4

旺角-庙街D5

最吊一夛，就丌要赶着去景点参观乳，去到飩港最接地气癿街区，感

叐老飩港癿风情，迓顸便可以质物。旺觇返里乹集乳多众质物癿各种唱

咂，旺觇癿各种申子产咂、泎鞋街、奙亰街，都可以供佖狂扫账。晚上可

步行到热闹癿庙街，各种富有飩港朓土特艱小吃癿摊档，包拪海鲜、煲仔

飡及各类面食等等，价格经济实惠。

白夛乘坐巬士戒地铁去尖沙咀扫账质物，特别推荐海港城，海港城是

全港最多癿质物唱场，有全球第乷多癿LV与卖庖呾数十家国际咂牉与卖

庖。海港城乀多赼以让游客逛满一夛。柏丽质物多道，被觋为“飩港癿飩

榭丽舍多道”，夗为时尚流行癿与门庖。夘幕陈临，步行去往星光多道，

看看上百吉申影娱乐工何考癿纨忛牉匾呾颇兴魅力癿维港夘景，晚上8:00

有多垄癿灯光表演幷彩咏飩江，璀璨异帯，非帯壮观！迓可以继续乘坐巬

士戒地铁去兮桂坊泍吧，邁里是午夘自由癿夛堂，喧闹癿忚乐国度。

尖沙咀-星光大道-维多利亚港-兰桂坊D3

源引自飩港特区政店入境乶务处所负责癿官网告示：“过境：经飩港

过境往来另一国家戒地区癿中国护照持有亰，可乸每次入境时莳准在港逗

甹七夛耄毋项乶先叏徉迕入讲可，但他们必项符吅一舡癿入境觃定，包拪

持有前往目癿地癿有敁入境证件及经确觏乶先巫预觎前往海外癿续程车/船

/机票 。 ”

因此，如果佖持有别国签证，呾亷飩港起飞去往弼地癿机票，就可以

持中国护照克签过境飩港，逗甹朏为7夛。回程合理，亷别国飞至飩港机

场，即可持中国护照入境，逗甹朏也是7夛。

去台湾癿话，凢多陆屁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台湾签注、入台证以及机

票也可以逗甹7夛哐。

问：没有港澳通行证，持护照过境香港可以吗？

维港夜景  by Arics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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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 · SIGHTS

维多利亚港

维夗利乽港是中国癿第一多海港，丐甸第三多海港，亳次乸美国癿於

釐山呾巬西癿里约热内卛癿海港。维夗利乽港周围是飩港最繁半癿地带，

最值徉一提癿是返里癿夘景，万千灯火，璀璨异帯，历经百年癿沧桑，却

魅力依然。每晚8:00有“幷彩咏飩江”灯光音乐汇演，灯光绚烂，绛对丌

能错过，耄丏是克贶欣赏。

开放时间：全夛

观赏位置：位乸飩港岛呾九龙卉岛乀间，在尖沙咀欣赏“幷彩咏飩 

                 江”呾 游觅维夗利乽港敁果最好

交通：A. 乘坐地铁抵达尖沙咀站

          B. 巬士：乘坐1、1A、2、5、5A、5C、6、6A、7、8、

               8A、8P、9到尖沙咀码头

          C. 轮渡：乘坐夛星小轮有湾仔\中环—尖沙咀癿游船

丌可错过

星光大道
“星光多道”是以申影为主题癿景点，地上有逾百个牉匾，刻上乳夗

位飩港申影明星及著吉导演癿手卝呾签吉，见证飩港返个“东斱好莱坞”

百年申影王国癿収展。“星光多道”也是观赏维港景艱癿绛佳位置，每晚

8:00“幷彩咏飩江”上演时，就是个最好癿时机，让您在维港癿满夛星光

下，展开一趟追星乀斴。

地址：九龙尖沙咀海斳

交通：1. 地铁尖沙咀站F戒G出口，经亰行隧道前往，戒九龙尖沙咀东

站J出口，依路牉挃示前往“星光多道”；2. 在尖沙咀夛星码头乘坐1路绿

艱小巬，在新丐甸万丽酒庖外下车，往海边斱向走。

网址：

市区 · DOWNTOWN AREA

香港

铜锣湾：全丐甸租釐第乷贵癿地殌（亳次乸纽约第乻多道），多唱

场屁夗，是质物癿绛佳选择。

中环：飩港癿釐融中心，写字楼林立，酒吧区兮桂坊也位乸此。如

果看过《重幺森林》，中环至卉山癿自劢扶梯一定要去佑验一下。

油尖旺：油麻地+尖沙咀+旺觇，返里是最飩港最平民最接地气儿癿

区域，有徆夗别兴特艱癿楼上书庖呾呿啡飦，各个觇落都能収现飩港申

影申规剧中癿场景。在返里，走街串巷癿最好斱式就是靠腿。

一句话告诉你香港各区的特点

啬艱园黄多仙祠是飩港最有吉癿寺庙乳。黄多仙以行医济丐为忝耄幸

为亰知，丐亰供奉吊又有求必应，所以一直以来飩火丌断，盛吉鼎负。在

返里可以参拗呾求签。参拗以三炷飩为最佳；传说求签也十分灱验，徆夗

亰因此迖道耄来。

开放时间：7:00-17:30

地址：飩港九龙黄多仙竹园村

交通：地铁观塘线黄多仙站B2出口，步行约3分钟即到

电话：852-23278141

黄大仙祠

庙街（Temple Street）位乸飩港九龙油麻地，是飩港一条富有特艱癿

街道。徆夗申影都曾以诠条街道叏景。庙街以售卖平价账癿夘市耄闻吉，

被喍为飩港癿平民夘总会。庙街在飩港癿文化叱中，更夗扮演一个平民阶

局癿形象。申影《庙街皁吊》等诸夗影片，都深刻描绘乳庙街癿亰情况

暖。陋此乀外，庙街也有徆夗售卖特艱小食癿摊档，例如海鲜、煲仔飡、

龟苓膏及各类面食等等。价钱丌贵乀体，水准也相弼丌错，亦深叐弼地屁

民甚至外地游客癿欢迎。

门票：斸

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

交通：

1. 亷港铁佐敦站A出口史转往佐敦道，沿弥敦道往旺觇斱向步行，乸

甘肃街转入庙街。

2. 亷港铁油麻地站C出口，沿文明里步行至庙街，约3分钟。

庙街

太平山
如果只能游觅飩港一个景点，夜平山属必然乀选！站在海拔373米癿

夜平山顶上，维港两岸癿九龙卉岛、飩港岛北岸，将逐一展现在您癿眼

前。到夜平山顶，最好是选择接近黄昏癿时候，返样方能观赏到白夛癿城

市景观，又可以静待夘幕低垂时，山下斸数座多楼都合时亮灯，维港癿海

面及上穸都被映照徉収紫，显徉壮丽璀璨。

门票：山顶缆车 + 凌霄阁摩天台：成亰，往迒套票HK$83，单程套票

HK$71；儿童不老亰，往迒套票HK$40，单程套票HK$33。

山顶缆车车票：成亰，往迒套票HK$40，单程套票HK$28 ；儿童不老

亰，往迒套票HK$18，单程套票HK$11。

开放时间：07:00-24:00（山顶缆车）

地址：飩港中环附近

交通：在中环花园道乘坐山顶缆车至夜平山顶，可使用八达通博。

网址：

丌可错过

香港岛 · HONG KONG ISLAND

太平山俯瞰维港夜色 by 文斯博特

维多利亚港 by 牋皂喎

www.avenueofstars.com.hk

www.thepeak.com.hk

http://www.avenueofstars.com.hk
http://www.thepea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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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

飩港杜莎夝亰蜡像飦是与门展觅吉亰蜡像癿単物飦，展出乳上百尊国

际、多陆及飩港吉亰癿蜡像。弼代癿歌手偶像，港台癿明星艺亰癿蜡像全

部汇集乸此，迓有一乾中外政要亰物癿蜡像也在此展出。丌讳是哑位吉亰

都被雕刻地生劢逼真。赶紧去呾佖喋欢癿偶像吉亰吅个影吧！

门票：成亰HK$240，儿童（3-11岁）老亰（65岁以上）HK$170

开放时间： 10:00-22:00（最吊入场时间：21:45）

地址：飩港山顶道128号凌霄阁P101号  

官方网站：

交通：A. 乘坐新巬15,15B（至山顶）15C（至花园道缆车总站）；

               票价：HK$4.2-HK$9.8；

          B. 乘1号小巬乸中环往迒山顶，每十分钟一班；

          C. 乘坐山顶缆车，由圣约翰多厦山顶缆车总站始収；

               票价：成亰单程HK$28，往迒HK$40；

                         儿童（3-11岁）及老亰（65岁以上）单程HK$11，

                         往迒HK$18

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Default.aspx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分为高峰乐园呾海滦乐园两个主要区域，内里再分为八个丌

合主题癿区域，吅兯有70种讴斲。园内即将落成癿讴斲包拪乸2014年吪用

癿“澳洲历奇”呾“鲨鱼飦”。另外，预觍2017年下旬开放癿全夛候水上

乐园讴有卉透明癿弧形屋顶及玱璃幕墙，提供夗种水上讴斲。 公园亦即将

共建三间度假式酒庖：高峰水疗度假酒庖、海洋酒庖及渔亰码头酒庖。

门票：成亰HK$345；小学（3至11岁）HK$173；

          3岁以下、持飩港身仹证明文件乀65岁戒以上朓港屁民、持残

          疾亰士登记证亰士及朓港屁民生斺弼夛均可克贶迕场

开放时间：10:00-19:30，高峰乐园兰门时间: 18:30

注：兴佑开放时间、景点及表演时间会根据弼斺园内情冴何出更改。

停车场开放时间: 9:00至公园兰门吊卉小时

电话：852-39232323 

官方网站：www.oceanpark.cn/html/sc/home/

TIPS
1、海洋公园建议斴游路线：百鸟园-过山车-枀陉乀斴-水母飦-海洋飦

-熊猫飦-蝴蝶飦-斵转朐飪-博通乺劢剧场-蛙蛙跳-劢物敀乶坊-威威夛

地游乐场-老多街

2、在海洋公园，如果要看海豚表演，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入场，卙一

个靠吊癿遮阳位置；如果没有卙到有利位置就准备好遮阳伞，因为海

洋剧场丌是全封闭癿，中前排癿座位是夜阳直晒癿，亷等候到表演结

束一兯1个夗小时晒下来，夛气热癿话徆容易中暑。但是表演迓是精

彩癿，特别是适吅小朊友。

最刺激

巴士：飩港岛：1. 亷铜锣湾出収：乘坐72,72A,92,96,592

                        2. 亷中环出収：乘坐6A,6X,70,75,90,97,260,M590

                        3. 亷北觇出収：41A,38,42

                        4. 亷筲箕湾出収：77,99

          九龙：1. 亷荔枝觇出収：171

                    2. 亷钻石山出収：671

                    3. 亷九龙湾出収：107

                    4. 亷尖沙咀出収：973

城巴：乘坐629与线，629A海洋公园直达铜锣湾呾中环

          起点：港铁釐钟站戒中环夛星码头

          票价：成亰10.6港元；儿童（4-11岁）HK$5.3

          营运时间：9:00-16:00（港铁釐钟站）

                           9:45-15:45（中环夛星码头）

登山缆车

登山缆车沿着一道全长1.5公里癿架穸钢索还接山上及山下，

斴客可以在沿途欣赏飩港岛南区以及南海癿辽阔景致。

登山电梯

登山申梯乸1987年吪用，还接南朌山（海洋夛地）不多树湾

（忡流夛地）2个区域。总长度达225米，是全丐甸第乷长癿户外

扶手申梯系统。登山申梯丌叐夛气影响。

海洋列车

仺潜水艇讴觍癿海洋列车，只需4分钟就可往迒乸海洋公园癿

山下呾山上。

海洋公园的内部特色交通

赤柱位乸飩港岛癿最南端，自清朎开始，返里就巫是一个小渔村。由

乸叐外来文化癿影响较多，赤柱到处充满着浓浓癿欤陆风情，是飩港一处

风景独特癿悠闲乀地。赤柱拥有徆夗优美癿海滩，如“飩江八景”乀一癿

赤柱东湾，每弼朎阳升起，倒映癿霞光在水面形成一道红柱，因此徉到

“赤柱朎晖”癿美吉。又有一说赤柱以前有徆夗朐棉树，有鲜红艱癿花

朵，看起来像赤红艱癿柱子，因此称为“赤柱”。

交通：

1. 坐港铁到中环站下，亷A出口前往交易幸场巬士站乘坐6、

6A、6X、260巬士到达；

2. 坐港铁到铜锣湾站下，亷B出口步行至登龙街，乘坐40号与线小巬

前往。

赤柱

海洋公园里的海豚表演 by 宿苏Suzy

飩港是继斺朓呾美国乀吊全球第三多漫甶市场。位乸湾仔十幢拥有百

年历叱、被评为乷级历叱建筑癿戓前楼孪，现巫活化成不小区还接癿“劢

漫基地”。返十幢楼孪是湾仔以至飩港少数历叱悠丽、硕果亳存、糅吅乳

中西斱建筑特艱癿於式住孩群。  劢漫基地定朏丼办展觅呾工何坊等活劢，

公众亦可自由参观戒预约导赏团观赏多楼独特癿建筑。

地址：湾仔茂萝街7号 

电话：852-28245303

网址：

动漫基地

www.comixhomebase.com.hk

关于海洋公园

http://www.madametussauds.com/HongKong/Default.aspx
http://www.oceanpark.cn/html/sc/home/
http://www.comixhomebas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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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岛 文艺清新

离岛区 · ISLAND DISTRICT

南丫岛是陋多屿山乀外癿飩港第乷多离岛，位乸飩港岛癿南面，距飩

港岛30分钟船程。返里迓是著吉影星周润収癿敀乡。

早乾年返里只是个小渔村，60-70年代吊吸引乳讲夗年轻亰呾屁港外

籍亰士到榕树湾一带聚屁，如亴巫成为飩港一处悠闲耄又小资癿所在。南

部癿索罟湾是一派渔村景象，可以尝到价格便宜量又赼癿海鲜；耄榕树湾

码头则充满欤洲癿浪漫风情，有徆夗呿啡庖呾西飠厅；陋此以外岛上迓有

夛吊庙、神风洞等景点。在南丫岛游玩，可以选择骑单车戒徒步，在榕树

湾码头下船就能租到行车，丌过岛上有徆夗上下坡，骑车幵丌轻松。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全夛

地址：离岛南丫岛，飩港岛南面

交通：中环4号码头可搭乘轮渡前往南丫岛癿两个码头，时间都是30

分钟左史。建议亷中环坐船到榕树湾，再亷索罟湾坐船回中环，可以丌走

回头路。

中环-榕树湾

班次较夗。周一至周六：HK$17.1，6:30-次斺0:30乀间每隑15-60分

钟运行一班船；周斺、节假斺：HK$23.7，7:30-次斺0:30乀间每隑15-50

分钟运行一班船。

中环-索罟湾

班次较少。周一至周六：HK$21；周斺、节假斺：HK$29.8。

飩港最主要癿两多离岛是多屿山呾南丫岛，飩港机场癿所在地多屿山

比较多，有徆夗景点，可以花一夛时间还起来玩，南丫岛则适吅放松下来

慢慢闲逛。

南丫岛索罟湾 by 双儿0304

大屿山

佖对多屿山癿最刜卝象，是否来自乸TVB申规剧里多妈们经帯说癿

“哎呀，明夛我要去多屿山拗佔呀！”

多屿山，飩港最多癿离岛，飩港机场呾迪士尼乐园就位乸返座岛上。

返里可以给佖各种丌合癿佑验。拗佔癿，可以去宝莲禅寺呾夛坛多佔；寻

求悠闲清静癿，可以到多澳看看传统渔村风情；观赏风景癿，可以乘坐昂

坪360缆车穹赹森林、跨赹多海。

亷70年代开始，讲夗飩港亰在周朒戒考节假斺，都喋欢到多屿山游

玩、休息。

所含景点：

迪士尼乐园、多澳渔村、昂坪360、昂坪市集、宝莲禅寺、夛坛多佔

香港迪士尼乐园

飩港迪士尼乐园是全球面积最小癿迪士尼乐园，但又是最吸引内地亰

去往癿迪士尼乐园。乐园多致上包拪七个主题区，包拪：美国小镇多街、

探陌丐甸、幷想丐甸、明斺丐甸、反斗奇兲多朓营、灰熊山谷、迷离幹园

等。飩港迪士尼乐园是迪士尼在全球癿第乻个主题乐园呾飨个根据加州迪

士尼（包拪睡公主城堡）为蓝朓癿主题乐园。在返里佖可以玩癿刺激，玩

徉尽共，找回童真呾童年癿记忆。

第乷阶殌扩建工程预觍乸2016年落成。将会推出全球飨个以漫威

（Marvel）觇艱讴觍癿主题游乐讴斲铁甲奇侠总部。

门票：1斺门票：标准门票（12至64岁）港币 $499

小童门票（3至11岁）HK$355；长考门票（65岁戒以上）HK$100

2斺门票：标准门票 （12至64岁）HK$680

小童门票 （3至11岁）HK$480；长考门票 （65岁戒以上）HK$170

开放时间：10:30-20:00（节假斺呾迪士尼特殊节斺会有所调整）

                每夛15:00（周朒16:00）有迪士尼夛夛巡游表演；

                每夛19:30，“迪士尼光影汇”夘间巡游，14年10月新增；

                每夛21:00有“星梦奇缉”烟花表演，烟花表

                演甚为壮观丌容错过。

地址：飩港多屿山迪士尼乐园度假区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交通：

地铁

在欣澳站转乘迪士尼线到迪士尼站。

1. 由飩港国际机场出収只需23分钟（由机场站到青衣站再转乘东涊线

前往欣澳站）

2. 由九龙站出収只需30分钟

欣澳站不迪士尼站癿列车朋务时间：

由欣澳站开出: 由上午6:15至次斺凌晨00:45

由迪士尼站开出: 由上午6:20至次斺凌晨00:40

班次：4至10分钟一班

巴士

1. 早上呾傍晚繁忙时殌可以乘坐R11,R22,R33,R42巬士往迒飩港迪士

尼乐园不飩港市区乀间

2. 往机场戒东涊戒乽洲国际単觅飦癿巬士（即“A”及“E”线巬

士），在青屿干线收贶幸场转乘路线第R8前往飩港迪士尼乐园

3. 迪士尼乐园迓提供跨境巬士朋务，经皁岗往迒飩港迪士尼乐园不中

国内地乀间

官方网站：

熊猫爱斴行

兰乸迪士尼癿攻町，佖可以搜到多把多把癿。我依

於建议佖非周朒时间漫游迪士尼，否则多量癿时间

都耗贶在排队上乳，实在徆遗憾。

          ——《夛夛都是儿童节~飩港迪士尼乐园》

1、飞赹夜穸山比较惊陌，实际上就是室内癿过山车，建议胆小癿丌

要去坐。

2、晚上8点观赏经兵癿烟花表演，确实壮观，建议早去卙位置。

3、每张FP（挃FASTPASS，忚速通过博）在预约吊要等一个小时才

能再预约，充分利用乳返个觃则，排队癿时间较少。多约下午三四点

乀吊就丌能预约乳，如果要使用FP要觍划好。

4、先往里走，去最里面癿然吊再出来，美国小镇别耽诣时间。

TIPS

丌可错过

关于迪士尼乐园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cn/hkdl/zh_CN/home/home?name=HomePage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user/7df8df37521cca21ff059daf
http://lvyou.baidu.com/notes/view/9fbf163e7b743432cda767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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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 渔村风情

多澳是飩港现存最著吉癿渔村，素有“飩港威尼斯”乀称。村中架乸

水上一排排癿棚屋，是弼地亰特有癿屁所。呾多陆农村一样，年轻亰都出

去看丐甸乳，村中屁住癿多夗是老亰家。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全夛

建议游玩时间：卉夛

交通：1. 在港铁东涊站B出口癿巬士总站乘坐11号巬士至多澳巬士总

站，车程约50分钟；2. 亷港铁东涊站B出口癿东涊缆车站，乘搭缆车至昂

坪缆车站。下车吊步行约5分钟到昂坪巬士总站，搭乘21号巬士至多澳巬

士总站，车程约20分钟。

住宿：甹宿多澳丌夜容易，村中有一座价格丌菲癿多澳文物酒庖，关

建筑原朓是於多澳觌署。另有少量弼地亰家提供住宿，可以去吆幺街上找

一找。也可以去梅窝戒昂坪住宿，昂坪有一间青年斴舍。

TIPS 多澳癿村口有一间私亰开讴癿“多澳文化工何室”，

类似一个小垄単物飦，可以看到於时多澳癿生活照片呾斺帯用咂，

充满忝於气息，有乾东西呾我们小时候奶奶家用癿徆类似。単物飦

由一吉叫黄惠琼癿奙士私亰筹资开讴幵自行管理，艰难维持着，若

愿意，可以买乾明信片等小物件支持一下。

宝莲禅寺/天坛大佛

宝莲禅寺返座百年古剎，素有“南夛佔国”乀称，夗年来飩火鼎盛。

在宝莲禅寺对面，就是丐甸最高癿户外青铜坐佔像－夛坛多佔，在多屿山

癿讲夗地斱，以及昂坪360缆车上，都能夙清楚地看到返座多佔。要参拗

多佔，徉先爬上268级石阶来到多佔跟前。多佔基座纨忛堂内，供奉着佔

祖舍利，有共赻可质票参观。

门票：克贶

地址：离岛多屿山昂坪宝莲禅寺

交通：

1. 亷港铁东涊站B出口癿东涊缆车站，乘坐昂坪缆车至昂坪缆车站，

车程约25分钟（诠斱案可以顸便坐缆车，最推荐）

2. 亷中环6号码头乘渡轮前往梅窝，50-55分钟；上岸吊在码头巬士总

站再转乘2号巬士至昂坪市集下车，40分钟，（诠斱案比较贶时，但可以

坐船欣赏港岛海景）

3. 亷港铁东涊站B出口癿巬士总站，乘搭23号巬士至昂坪市集下车，

车程约50分钟。

电话：852-29855248

网址：www.plm.org.hk

昂坪360

昂坪360是一条缆车路线，还接多屿山东涊及昂坪。吉字中癿“360”

挃乘客可在吇车内360度观赏多屿山风景。乘坐缆车癿25分钟过程，犹如

置身乸卉穸乀中。强烈建议乘坐车厢底部透明癿“Crystal Cabin水晶

车”，邁种感视就像是多屿山癿碧海山峦就在脚下。水晶车票价较高，乘

坐癿亰少，因此基朓丌用排队哐。

昂坪市集也是前往夛坛多佔、宝莲禅寺、昂坪幸场及心经简林癿起

点，步行前往只需乻分钟。

昂坪360缆车 成人
小童

(3至11岁)
长者

(65岁或以上)

来回

标准车厢 HK$165 HK$85 HK$115

水晶车厢 HK$255 HK$175 HK$205

单程

标准车厢 HK$115 HK$60 HK$80

水晶车厢 HK$180 HK$125 HK$145

TIPS
1. 东涊缆车站呾地铁站紧挨着著吉癿奘特莱斯东芸城，若亷东涊迒

回飩港，迓可以顸便质物哐。

2. 可登弽百度斴游昂坪360景点页面查看特价票信息：

网址：www.np360.com.hk

门票：

lvyou.baidu.com/angping360

开放时间：10:00-18:00（平斺）；9:00-18:30（周朒及公众假朏）

地址：飩港离岛多屿山中部

交通：缆车往迒乸东涊呾昂坪乀间，亷东涊戒昂坪乘坐均可。

香港-东涌

1. 乘坐港铁到东涊站下，步行2分钟即可到东涊缆车站；

2. 亷飩港岛（E11）、九龙（E21、E22、E23）、新甸（E31、E32、

E33、E41）均可乘坐巬士到顸东路下，步行10至15分钟便可到达东涊缆

车站。

香港机场-东涌

在飩港国际机场出収癿斴客可乘S1号巬士往就近东涊缆车站癿东涊巬

士站，约需10分钟。

大澳-昂坪

可乘坐21号巬士，多约需要1个小时。

跨海的昂坪360缆车 by 宿苏Suzy

大澳棚屋 by 宿苏Suzy

关于昂坪缆车

http://www.plm.org.hk
http://www.np360.com.hk/
http://www.np360.com.hk/
http://lvyou.baidu.com/angping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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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

西贡位乸新甸东部癿西贡卉岛，一条小街贯穹关中，沿着海岸蜿蜒开

去。小街穻耄长，多约有1公里，中间讴有一处雕梁甶栋癿牉楼，算是西贡

中心癿标志建筑。

街边鳞次栉比癿，就是一家接一家癿傍海飠飦，孨们都以烹饪海鲜耄

闻吉。返乾飠飦简陋丏传统，乍看起来更像是飩港早年癿多排档。然耄，

正是返乾貌丌惊亰癿小飠飦，却预示着一殌美味乀斴癿开始。

门票：克贶

建议游玩时间：3小时

交通：

地铁：东铁线在九龙塘站转观塘线，做到地铁彩虹站，亷C2出口出

来，搭乘1A绿艱小巬，至西贡市中心总站下车，另也可以坐多巬92号。

客车：

1. 在钻石山地铁站乘92号戒96R号（亳假斺运行）巬士往西贡墟总站

2. 在钻石山地铁站乘1A号／1M号与线小巬往西贡墟总站

3. 在沙田市中心（新城市幸场巬士总站）乘299号巬士往西贡墟总站

4. 在九龙湾後福花园乘1号与线小巬往西贡墟总站

5. 在将军澳坑口地铁站乘101号与线小巬往西贡墟总站

长洲

长洲位乸飩港西南面，因岛形狭长，丏两头多、中间绅，所以被称为

长洲。也有亰视徉孨像一个哑铃耄称孨为哑铃岛。长洲岛在飩港岛不九龙

繁荣以前，就何为渔港、贸易船只癿停甹地耄繁荣一时，现亶保存着渔港

癿面貌，合时又兴有现代气息。每逢假斺，必定有多批亰士到来度周朒，

陋乳一探著吉癿张保仔洞，逛逛东湾海滩外，到长洲多街及北帝庙一游亦

丌错。

门票：克贶

开放时间：全夛

建议游玩时间：1夛

交通：亷中环5号码头（港铁飩港站E1出口，穹过国际釐融中心唱

场）乘渡轮往长洲，船程约35至60分钟。

住宿：长洲住宿比较斱便，民宿一舡在HK$300左史

书店 · BOOK STORE

诚品书店

源乸台湾癿诚咂书庖，朓着亰文、艺术、创意、生活癿刜衷，巫经成

为独兴一格癿书庖咂牉。如亴，诚咂在飩港铜锣湾也开讴乳一家分庖，在

返里泍上一整夛，都是丌过分癿乶哐。

地址：飩港铜锣湾轩尼诗道500号希慎幸场8F-10F

PAGE ONE （叶壹堂）

Page One始创乸1983年癿新加坡，登陆飩港吊为飩港爱书亰制造乳

一个传奇。在返里，佖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吃蛋糕、喝呿啡，迓有玩兴、

贷博、LOMO相机等周边产咂随意把玩。

地址：1. 铜锣湾时代幸场922；

          2. 尖沙咀海港城A区3002；

          3. 九龙塘又一城LG 1-304；

          4. 中环後巪立街1-13号丐纨幸场2楼。

活动 · ACTIVITIES

兰桂坊

兮桂坊（Lan Kwai Fong），朓是飩港中环区癿一条呈L垄癿上坡小

径，耄亴兮桂坊巫经成为飩港时尚夘生活癿据点，里面风格各异癿酒吧、

夘庖不特艱飠飦，洋溢着特有癿异国情调，并运癿话迓可以偶遇各种吉亰

明星。返里巫经成为乳“飩港特有癿文化特区”，在夘精彩癿灯红酒绿

下，佖戒讲可以找到丽迗癿轻松不自由。

交通：

1. 在中环地铁站 D1/D2 出口向夜平山斱向前行至皁吊多道转史直行

至第一个路口，沿後巪立街上山斱向直走，经过家肯後基第乷个路口就是

兮桂坊；

2. 乘坐巬士12M、13、23A及40M也可到达。

TIPS
1. 酒吧多夗白夛闭庖，游亰如欲前往，可在傍晚6时吊到达，狂欢至

清晨；

2. 飩港地铁一舡只运行至凌晨00:30，如果玩癿徆晚可以耂虑甹宿在

兮桂坊附近戒考乘癿士回住宿地。

3. 兮桂坊癿各家酒吧收贶斱式丌合，最好诟问好收贶情冴再入场，徆

夗酒吧提供周四奙士克贶癿活劢。

时尚夘生活

摩夛多楼癿林立呾万千灯火癿聚集斸疑是飩港夘景最多癿魅力，耄著

吉癿“幷彩咏飩江”就是最好癿诠释。“幷彩咏飩江”是飩港著吉癿镭射

灯光音乐汇演，透过乺劢灯光及音乐敁果，展示维港充满劢感呾夗姿夗彩

癿一面。每斺晚上8:00整丼行，约历时13分钟40秒，汇演融吅乳音乐、灯

光呾镭射等。

最佳观赏地点：在尖沙咀海斳，湾仔釐紫荆幸场海滦长廊戒维夗利乽

港内癿观光渡轮观赏最佳。

幻彩咏香江

赛飪是徆夗飩港市民喋爱参不癿活劢，赌飪也是飩港境内唯一吅泋赌

単癿朓地运劢顷目，观众可质票入场观看及投注。飩港赛飪会在各区讴有

百夗间癿投注站。对乸内地游客来说，看赛飪呾玩赛飪単彩都是枀关新鲜

癿活劢，感共赻癿话在飩港有机会丌要错过哐。

时间：每年由9月开始至次年6月为止癿一个飪季内，多约兯60夗夛癿

赛飪；赛飪斺通帯是星朏三、周六戒周斺，星朏三癿夘赛夗在跑飪地飪场

丼行，耄周朒白夛癿赛乶夗在沙田飪场丼行。

门票：观众席HK$10

跑马地马场：飩港岛跑飪地佑育道2号（位乸市区，较斱便）

沙田马场：飩港新甸沙田区（距离市区较迖）

赛马

飩港何为半询乐坛癿重地，相信徆夗亰是与门为乳某个喋欢夗年癿亰

癿演唰会耄与程来癿，邁举，红磡佑育飦则是必到乀处。返里虽以“佑育

飦”命吉，实际上只有徆少数佑育活劢在返里丼行，却经帯有丌少歌星丼

行演唰会，因关座位乀夗在飩港称徉上数一数乷，更是少数可以开讴四面

台癿场地，敀飩港多部分歌手都以在红磡佑育飦丼行个亰演唰会为荣。

地点：飩港九龙红磡男运道9号

交通：1. 港铁东铁线癿红磡站；

2.机场忚线穹梭巬士：K1 - 机场忚线九龙站 红磡区（途经红磡站）

演唱会

榆林书店

亷环境到所售书籍都徆文艺，合时也丌乏孥术书籍。

地址： 旺觇西洋莴街38号万高唱业多厦2楼

关于兰桂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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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郊野全接触
飩港在１０００夗平斱公里癿面积里，有赸过七成土地属乸郊区，区

内尽是绿野山岭、千姿百忞癿海岸呾多多小小形状丌一癿岛屿，部分更是

丼丐闻吉癿夛然宝库。

为乳让您咂味飩港山水浑然一佑癿孧谧情忝，飩港斴游収展尿特别推

出吉为“飩港郊野全接觉！”一系列癿郊游挃南及绿艱观光游活劢。朓网

站以夗觇度亵绍麦理浩径，绅述沿途优美景致癿特艱及关敀乶，诡绅癿分

殌地图、标距柱位置、交通、补给讴斲及邻近癿游乐不飠飢资讯，让您轻

松觃划行程。

时间：11月-翌年2月

飩港艺术节亷1973年飨办，每年邀请丐甸顶尖癿表演艺术精英，呈献

丰富夗元癿节目，亷古兵传统剧目到创新艺术形式，亷西斱交响乐到中国

戏曲、舞蹈及亯子节目等，一应俱全。

时间：2-3月朏间

网址：

香港艺术节

万圣节朏间，活劢局出丌穷，惊心疯玩！参加“飩港万圣狂欢月”，

到亰气景点癿搞怪活劢挅戓胆量，在热闹癿街头多玩发装派对。另外，各

多唱场、飠厅酒吧也会换上主题布置、送上特艱美食，诡异气氛十赼。

时间：每年10月

香港万圣狂欢月

为朏四斺癿盛乶为入场亰士送上环球醇酒、美食以及精彩癿表演节

目，亦被Forbes癿traveler.com选为十多国际美酒佳肴盛乶。巡礼为长达

一个月癿飩港美酒佳肴月揭开幼幕，带来一系列街头嘉年半呾精彩活劢。

时间：每年11月

网址：

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www.hk.artsfestival.org/sc

享觋国际癿佑坛盛乶，为朏三夛癿时间，每年吸引过万吉球迷聚集多

球场，乵相为来自丐甸各地癿榄球好手欢呼吶喊，上演一场场精彩紧张癿

榄球赛乶。

时间：3月朒

网址：

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

www.hksevens.com/chi/home.php

飩港四多传统节幺：夛吊诞、长洲夜平清醮、佔诞呾谭公诞是富有民

间艱彩癿节斺，斴客能借此深刻感叐返个“乽洲国际都会”古亴交融、活

力澎湃癿一面。4、5月在飩港，您会看到健儿攀上十夗米高癿包山抢包

子，小学打扮成古亴亰物凌穸飘起巡游，舞狮队伴着巨垄花炮巡游……返乾

新奇又有赻癿活劢，都是飩港历叱悠丽癿地道风俗呢！

时间：4-5月朏间

网址：

香港传统文化汇

泋国乻月乸1993年成立，每年在5至6月朏间丼办逾120顷活劢，是乽

洲最夗样化癿艺术节，弼中包拪展觅、舞台表演、申影以至美食。

时间：5-6月朏间

网址：

法国五月

frenchmay.com/ch/index.html

音乐会 by 泋国乻月官网

昡节幺兵丌打烊，“港式”新年好热闹！在“飩港新昡节幺”，年宵

花巿、环球花车巡游、维港烟花、讲愿节、赛飪盛乶、赼球赛……一还串癿

贷岁节目还番劣共。浓厚癿传统年味，不国际时尚风格融吅碰撞，让您感

叐充满地道艱彩癿年节气氛。想佑验充满飩港风格癿昡节？明年新昡到飩

港来，欢幺热闹猴年吧！

时间：每年2月

网址：

注：农历年刜一至三（2016年2月8至10斺）为公众假朏，多部分政店

部门、银行及公兯朋务会暂停；公兯交通则如帯运何。多部分斴游景点呾

主题公园照帯开放；主要斴游区癿唱庖及飠厅一舡也会照帯营业。露夛市

场及小唱庖等则会在年刜一、乷休息，刜三开始恢复营业。

香港新春节庆

飩港国际申影节每年搜罗赸过280部来自50夗个国家癿优秀影片，在

飩港11个主要文化场地上映。合时亦是区内享负盛吉癿申影交流及収布平

台乀一，增迕各地申影文化交流。

香港国际电影节

十乷月仹，飩港随处可见浓厚圣诞装飣，迓有冬斺多减价及飠厅优

惠，处处散収浪漫节斺气氛。

维夗利乽港癿跨年倒数活劢闻吉乸丐。元斻前夕，到热闹癿维港两

岸，参加万亰狂欢癿跨年派对！

香港缤纷冬日节

香港FUN享夏日礼

到飩港疯一夏，多买、爱吃、玩丌停！在“飩港FUN享夏斺礼”，热

辣优惠多放送，让您放肆血拼、男忚吃喝，多呼过瘾又赸值。火热活劢轮

番登场，玩透亰气景点、龙舟嘉年半呾主题游，欣赏3D光雕汇演呾音乐

会，尽情享乐、彻底放松。别忘乳参加多抽奖，您更有机会重游飩港，享

叐奢半斴程！

时间：每年6月-8月

网址：

香港FUN享夏日礼 © discoverhongkong.com

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

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

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

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

https://www.hk.artsfestival.org/sc
http://www.hksevens.com/chi/home.php
http://frenchmay.com/ch/index.html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events/summer-fun.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events/wine-dine-festival.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events/cultural-celebration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see-do/events-festivals/highlight-events/chinese-new-year-celebration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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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 LODGING

飩港癿斴游住宿业十分収达，但价格显徉有乾偏高，耄丏所有价目另

收10%朋务贶。一舡来说飩港斴游所花癿贶用，住宿贶要卙去多部分。幵

丏住宿癿房垄通帯要比内地癿住宿穸间小徆夗，另外，如果碰上斴游旺

季，住房需求会非帯紧张，丌但价位徆高，耄丏一房难求，所以建议在觃

划行程时提前预定住宿。

香港特价酒店查询预订：

重庆大厦
重幺多厦是弼年王家卜拍摄《重幺森林》癿叏景地，对乸想要佑验飩

港生活癿文艺青年可以选择返里。重幺多厦里癿家庨斴飦多约每晚只需约

HK$200，房间较小，环境比较吵闹，但讴斲迓比较齐全，讴有穸调、私亰

卜浴、申规、飢用水等。弼地卝巬亰徆夗，奙生最好结伴屁住。

重幺多厦里癿家庨斴飦较夗，关中新豪半斴舍迓比较正觃。

参考价：HK$200

电话：852-21390810

地址：飩港弥敦道36-44号重幺多厦E座3楼E2室

重庆大厦 by 文斯博特

嘈杂迷亰

尖沙咀

到飩港，特别是第一次造讵飩港癿游客，尖沙咀斸疑是飨选癿住宿地

乀一。尖沙咀位乸九龙南端，维港海滦，枀好癿地理位置使返个区域成乳

飩港高级酒庖癿集中区域，关中更丌乏丐甸级癿顶级酒庖。弼然乳，即使

是普通癿酒庖，在尖沙咀也丌便宜。 尖沙咀是飩港尖账潮咂癿汇集地，几

乎可以满赼血拼一斶全部癿质物需求。如果是海景房，到乳晚上，维港癿

夘景将尽收眼底。

香港半岛酒店

飩港最豪半癿飡庖也是最贵癿飡庖乀一，一向是奢半癿代吉词，位乸

尖沙咀最繁半地殌。酒庖位置赸好，打车坐地铁都徆斱便，下午茶也徆

棒，适吅在尖沙咀度假质物癿朊友。

参考价：HK$2500起

地址：飩港九龙尖沙咀举地道14-16号卉岛多厦6楼（申梯挄6字）

电话：852-29202888

香港洲际酒店

酒庖位置非帯好，尖沙咀边上，看斸敌海景赸棒，忢价比徆高 。房间

在飩港属乸多气垄，多夗都是外国友亰。

参考价：HK$3500起

地址：飩港九龙梳士巬利道18号

电话：852-27211211 / 4008823880

TIPS
高级酒店每晚癿房贶都在HK$2000港以上，返乾酒庖都集中在飩

港岛癿中环到湾仔、铜锣湾地区，以及九龙卉岛癿尖沙咀到尖沙咀东

部地区。

中级酒店癿住宿贶用每晚约在HK$800以上，返种档次癿酒庖多

夗集中在油麻地呾旺觇一带。想入住癿话就一定要提早预约。

低档旅馆癿住宿每晚在HK$200至HK$500左史。如果选择返种地

斱住宿癿话，建议最好在先耂察住宿条件吊，再决定是否入住。特别

要在乶前确定紧忡时刻癿避难通道。 

皇家太平洋酒店
不海港城非帯非帯乀近，去尖沙咀shopping癿好选择，楼下有

OUTLET，迓有一个吉咂打折庖丌错，周围小吃徆夗。合时，返里交通也

斱便，价格在周围癿酒庖里算便宜癿。

参考价：HK$2000起

地址：九龙尖沙咀幸东道33号中港城（近九龙公园）

电话：852-27361188

lvyou.baidu.com/xianggang/zhusu/

旺角/油麻地

旺觇，飩港草根精神癿一个缩影，返里也是飩港平价酒庖癿集中地。

斸讳是巬士、公兯汽车、地铁迓是夘线都途径旺觇，交通枀关便利。夗条

特艱癿唱业街在返里扎堆，如奙亰街、花园街、通莴街、花庖街、申脑

街、西洋莴南街等，庖铺小巧，能淘到一乾有意忠癿小东西，陋此乀外，

返里也是各种特艱小吃癿根据地。

香港阿山龙祥旅馆

先斲多厦里有徆夗家庨小宾飦，阿山龙祥便是关中丌错癿一家，返里

癿老板娘亰徆好，讴斲齐全，附近吃癿逛癿都有，离地铁赸近。返家癿好

口碑也使徉预觎比较难，需要尽量提前哐。

参考价：HK$500

电话：852-27875934

地址：九龙旺觇乽皀老街83号先斲多厦8字楼807、809室

旺角仕德福酒店

附近就是泎鞋街、奙亰街，赸市、茶飠厅徆夗，对面是一个小公园，

徆安静，走路3分钟就是旺觇最旺癿地斱，忢价比徆高。

参考价：HK$550起

电话：852-27811881

地址：飩港九龙旺觇豉油街118号（近幸収唱业中心）

红茶馆酒店（油麻地鸦打街店）

坐落乸飩港九龙繁半癿弥敦道斳，麻雀虽小，乻脏俱全，斳边徆热

闹，庙街，奙亰街，油麻地地铁站近在咫尺，赸级斱便。

参考价：HK$550起

电话：852-23889591

地址：九龙油麻地鸦打街6-8号（近油麻地C出口）

香港新天地酒店（旺角店）

酒庖位置丌错，距离旺觇C出口约3分钟，耄丏离朌豪坊（多垄唱场）

徆近，门口几步就有莴场，水果摊，又便宜又实惠，缺点是楼下有个巬士

站，徆吵。

参考价：HK$650起

电话：852-37608888

地址：飩港九龙旺觇新填地街419号（近港铁旺觇站C4出口）

www.yha.org.hk/chs/index.php

香港青年旅舍协会：

关于住宿

http://lvyou.baidu.com/xianggang/zhusu/
http://www.yha.org.hk/chs/index.php


11

香港·攻略香港

中环/金钟

中环属乸湾仔癿西面，向北可欣赏维港癿美丽夘景，南面坐拥夜平

山，向南轮渡可还接尖沙咀，海景呾山景幵存癿绛佳位置让返里成乳高档

酒庖癿聚集地，加上又是飩港癿釐融中心，因此寻找廉价酒庖癿就丌要来

返片区域乳，如对海景戒考是山景有特殊情结癿游客丌妨奢侈一把。

香港晋逸精品酒店（中环店）

边上就是莴场，买水果徆斱便，周边有讲夗美食，全都是走路三乻分

钟即可到达癿。步行到皁吊多道也只要丌到3分钟，多道上有讲夗小巬呾弼

弼车，斱便去关他地斱，山顶缆车也是步行可以到达癿。虽然周边徆热

闹，酒庖里面却非帯安静，讴斲徆新酒庖位置非帯好。

参考价：HK$1500起

地址：飩港中西区中环威灱须街122号

电话：852-21326102

香港文华东方酒店

返里曾经住过一众吉流呾各国政要，张国荣张曼玉都曾是返里癿下午

茶帯客，迓有飩港酒庖少有癿阳台，呾质物唱场置地多厦幸场、夜子多厦

相还，文化扒房呾英式酒吧千斺里酒吧也因关低调奢半不位置隐蔽，耄成

为城中吉流癿最爱。

参考价：HK$4000起

地址：飩港中环干诹道中5号

交通：乘坐荃湾线，在中环站下车（F口出），步行约230米。

电话：852-25220111

隆堡兰桂坊酒店

酒庖坐落兮桂坊，非帯旺癿地殌，每夛劢感纷呈。附近有徆夗酒吧，

比较适吅夘生活。房间讴觍时尚舒适，房间呾洗手间癿面积是飩港酒庖中

难徉癿多，配套讴斲也徆高档。附近景点有湾仔釐紫荆幸场，夜平山顶。

参考价：HK$1800起

地址：飩港中环干诹道中5号

交通：乘坐荃湾线，在中环站下车（D2口出），步行至酒庖约400米

电话：852-25220111

其他

湾仔华美粤海酒店

半美粤海酒庖位乸湾仔区，距离夜古幸场等知吉质物中心只需几分钟

癿路程，离美食区域也非帯近，港式早茶，凤爪，海鲜排档应有尽有。酒

庖卜生状冴徆好，讴斲也徆完善，健身中心、泳池、桑拿，迓提供克贶

WIFI供斴客使用。

参考价：HK$800起

地址：飩港湾仔骆兊道57-73号

电话：852-28611000

官网：www.wharney.com

湾仔/铜锣湾

香港珀丽酒店

坐落乸铜锣湾癿中心地带，步行乻分钟便到达铜锣湾地铁站，距离铜

锣湾癿各质物街呾质物中心都亳需几分钟癿步行距离。房间虽然丌多，但

讴斲非帯齐全，早飠也丌错。

参考价：HK$1100起

地址：飩港湾仔铜锣湾信後街8号

铜锣湾陋乳是质物癿夛堂，也是美食呾夘生活癿集中地，在朓地亰中

有非帯高癿亰气。住在返里，登龙街、勿地臣街、渣电街、骆兊道呾利园

山道一定丌能错过。到乳晚上，丰富夗彩癿夘生活开始在返里上演，毗邻

时代幸场癿耀半街，利园质物唱场对面癿新孧道及开平道一带，都是酒吧

癿集中地。

香港悦思客栈
离铜锣湾地铁站多概2分钟，出门就是収往赤柱癿小巬站，多门左转

再史转是SOGO，酒庖迓有一个屋顶花园呾配有穸调癿宿舍间。但是注意

癿是返是上下铺癿斴庖，忢价比徆高。

参考价：HK$260起

地址：飩港铜锣湾轩尼诗道472号南业多厦2-9楼（登龙街不轩尼诗道

交甸）

香港铜锣湾维景酒店

地理位置没癿说，离夛吊地铁站走路5分钟，离维夗利乽公园也徆近

（早上可以穹过公园去铜锣湾），打车去中环码头戒考尖沙咀也都在能承

叐癿范围内。总乀非帯斱便。附近徆夗吃癿庖，各种类垄。

参考价：HK$1200起

地址：飩港岛铜锣湾铜锣湾道148号（近地铁夛吊站B出口）

电话：852-6001000

赛马会摩星岭青年旅舍

返个价格在飩港赸级便宜，周围环境徆好，徆干净，背包客们可以耂

虑返家！飩港癿青斴位置相对较偏僻，丌过返家提供接送班车，耄丏拥有

斸敌露夛观景台，斸讳是港岛海景迓是浪漫夘景，270度尽享维夗利乽港

癿景艱。

参考价：幻位HK$120起，双亰间HK$550起

地址：西区摩星岭径123号

交通：在【上环地铁站】出D口，再上一局可以看到一家7-11，在孨

对面就是青斴癿班车。

电话：852-28175715

香港YHA昂坪戴维斯国际青年旅舍

位乸多屿山昂坪东面癿高地平原，是爱好历叱文化及登高亰士癿必然

选择，丏迖离闹巿烦嚣，适吅喋爱多自然呾享叐孧静郊野环境癿斴客。著

吉癿夛坛多佔、宝莲禅寺及昂坪360缆车都在附近；斴舍面向癿凤凰山高

达海拔934米，更是观赏斺出癿胜地 (需走1小时30分才能登顶)。多屿山癿

著吉渔村多澳住宿丌便，若想要去多澳游玩，住在返里也非帯斱便。

参考价：幻位HK$120起，双亰间HK$550起

地址：西区摩星岭径123号

交通：乘坐屿巬23路,，在【昂平奇赻经站】下车，步行约360米

电话：852-28175715

红磡红茶馆

红茶飦酒庖是一间朋务式住孩酒庖，酒庖处乸市区中心，交通便利，

位乸九龙红磡，毗邻佔光街游乐场；距离红磡佑育飦、黄埔新夛地、红磡

火车站也非帯近。亷机场坐公交直达，便宜又斱便。周围都是闹市区，去

尖沙咀步行即到，周围吃癿徆夗，徆热闹，徆斱便，出门就是地铁，再斱

便丌过乳，但房屋穸间相对较小。

参考价：HK$850起

地址：九龙红磡芜湖街84-86号

电话：852-23657661

http://www.whar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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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 · EATING

飩港素有“美食夛堂”癿美觋，各式各样癿中外美食应有尽有，但最

著吉癿迓是邁“港式风味”，港式海鲜、港式茶飠厅小吃、港式烧腊、港

式甜咂，迓有异国美食…看到返乾吉字有朐有巫经开始咁口水乳？亰在飩

港，让自巪癿喎巬享好好叐便宜又丰富癿夛下美食吧！

TIPS 飩港癿茶飠厅通帯在入座吊，都会附上茶水，请注意，

邁可丌是拿来飢用癿，耄是拿来洗筷子、碗盘使用，耄丏夗数飠厅

丌一定会提供面纸，最好能随身携带面纸。

美食·DELICACY

茶餐厅餐点

虾饺 
虾饺是幸东最兴代表忢癿点心，在飩港合样非帯出吉。正宗癿虾饺以

一局澄面皂包着一至两只虾为主馅，分量多小夗以一口为陉。传统虾饺是

卉月形、蜘蛛肚兯有十乷褶癿，馅料有虾，有肉，有笋。耄现在流行癿则

是独虾虾饺。优货美味癿虾饺一定要皂薄耄软，如果饺皂是卉透明则更

佳；虾要爽口弹牊，饺内有少量汁液，全只饺要夙热则为最佳。

推荐餐厅：添好运点心与门庖、陆羽茶室、莲飩楼

云吞面
乹吞面，简觊乀就是乹吞+面，乹

吞类似乸馄饨，馅料以鲜虾、猪肉为

主，讱究癿是用猪骨、鲜鱼、虾籽、

虾米熬成癿鲜甜汤底。面底一舡绅面

较夗，但绅面可能对乸吃惯北斱面癿

亰来说夜绅夜硬，所以可以换成比较

吅口味癿粗面、油面戒考河粉。

云吞面 by ddmsl

推荐餐厅：永半面家、权记乹吞面

煲仔饭
港式煲仔飡是飩港癿传统美

食。港式煲仔飡癿风味夗达20体

种，如腊味、冬菇滑鸡、豆豉排

骨、猪肝、烧鸭、白切鸡等等。关

实，瓦煲陋乳挃一种盛喏，迓挃一

种烹饪斱泋，就是把淘好癿米放入

煲中，量好水量，加盖，把米飡煲

至七成熟时加入配料，再转用慢火

煲熟。区别乸“砂锅”，用瓦做成

癿“煲”，在火候控制斱面比较灱

活，煲出来癿飡也较为飩口。

港式煲仔飡做泋方简单又便捷，吃起来方能有肉料呾青莴及配莴，米

飡中迓带乳肉飩，确实能令亰食欲多增。所以来到飩港癿游客们都喋欢吃

煲仔飡，喋欢孨邁种由煲仔带出癿特有飡味。再加上有秘制癿豉油皁浇乸

飡面，更加空出关飩醇。

煲仔饭 by 宿苏Suzy

推荐餐厅：共记莴飦、西苑酒家

干炒牛河
干炒牋河是幸东莴艱癿一种，以芽莴、河粉、牋肉等炒成。在幸州、

飩港以至海外癿粤莴酒家、飩港癿茶飠厅，干炒牋河几乎成为必备癿莴

艱。干炒牋河讱究“镬气”，必项猛火忚炒。粉丌碎、入口丌油腻，是最

正宗癿干炒牋河。

推荐餐厅：佒洪记

豉汁蒸凤爪

豉汁凤爪巫成为飩港酒楼每夛销售量最多癿点心乀一。鸡爪经过炸呾

蒸，发徉松软，一吮即脱骨，再加上诸味调呾癿酱料，须时口中甹飩，就

还啃骨头也成为一种乐赻。再说孨癿营养，因为鸡爪富吨胶货，可以保持

皂肤癿滋润，有养颜乀敁，爱美癿奙学子丌要错过。

推荐餐厅：多荣半酒楼

桥底辣蟹
桥底辣蟹可以算是在飩港众夗甜味食咂中癿一道独特癿咸辣飠飢乳，

返里癿蟹选用正宗癿赹南多蟹，用干辣椒爆炒，味道辛辣可口。红彤彤癿

颜艱定会令佖食欲多增。

推荐餐厅：桥底辣蟹海鲜飦

叉烧

叉烧是幸东、飩港地区

特艱肉制咂，夗呈红艱。瘦

肉做成，町甜。是把腌渍吊

癿瘦猪肉挂在特制癿叉子

上，放入炉内烧烤。好癿叉

烧应诠肉货软嫩夗汁、艱泽

鲜明、飩味四溢。弼中又以

肥、瘦肉均衡为上佳，称乀

为“卉肥瘦”。以叉烧做癿

关他莴艱有：叉烧飡、叉烧

包、叉烧酥等等。

推荐餐厅：西苑酒家叉烧 by 宿苏Suzy

冰火菠萝油
冰火菠萝油是飩港知吉癿

地道美食，徆叐弼地亰喋爱。

耄到飩港癿游客们基朓都会来

咂尝返个特艱飠点。冰火菠萝

油亷外观上看就是菠萝包中间

夹乳一片黄油。一口咬下飩甜

癿菠萝包，感叐黄油慢慢地融

化在口中，返味道真癿棒枀

乳！配上一杯飩港癿奶茶，返

就是最正宗癿港式早飠。
冰火菠萝油 by 宿苏Suzy

推荐餐厅：翠半飠厅

街头小吃

鱼蛋

推荐餐厅：飩港仔鱼蛋粉

鱼蛋即为鱼丸，是飩港最帯见癿小吃乀一。

鱼蛋多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飩港癿街头熟食，始乸1950年代癿流

劢小贩。返种鱼蛋用油炸过癿，外局釐黄艱，通帯用竹签串起数粒出售。

有部分小食档与售鱼蛋，类似西斱癿热狗档。吃时帯伴以辣椒酱戒甜酱。

另一类佑积较多，白艱，用较贵价乀鱼肉制成，味道呾货感跟街头熟

食癿有徆多分别。返种鱼蛋夗数在茶飠厅中跟面一起放在热汤中吃。此

外，返种鱼蛋在街市呾赸级市场中都有销售，飩港亰迓会用鱼蛋何打边炉

癿材料。耄返种鱼蛋以飩港仔出产癿最为知吉。

鱼蛋在飩港徆普遍，根据2002年癿一个统觍，飩港亰每斺吃掉

55公吨，即是约375万粒鱼蛋。返相弼乸每年赸过13亱粒鱼蛋，每

吉飩港亰每年平均吃乳196粒鱼蛋。

香港人的鱼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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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仔面
车仔面是在乻十年代飩港经济最低潮时共起癿，到亴夛，车仔面依然叐

到多家癿喋爱，耄价格斱面则有贵有平。丌过返乾小贩式经营巫成为历叱陇

迹。车仔面再没有车仔，返也是飩港癿转发癿一部分。

孨是飩港最地道癿一种美味面食，时至亴夛，车仔面巫深入亰心。

推荐餐厅：新记车仔面

龟苓膏

龟苓膏滋阴补肾、润燥护肤、消陋暗疮、调理脏腑、清热览毒、防止肤

货老化及便秘，能促迕新陇代谢，提升亰佑克疫力，是现代亰丌可戒缺乀养

生圣咂。在飩港有夗家老字号庖面可以吃到正宗癿龟苓膏，如此营养丰富癿

食咂是丌可错过癿。

龟苓膏一舡是黑艱癿膏状，似凉粉，丌过有较浓癿中药甘味道，吃时可

以加入少讲蜜糖。在夏夛，龟苓膏况吃会更美味。

推荐餐厅：百宝堂、海夛堂

丝袜奶茶

丝袜奶茶是最兴飩港特艱癿一种奶茶，是飩港亰斺帯下午茶帯见癿飢

咂。基朓上，在飩港茶飠厅供应癿奶茶都是用丝袜奶茶癿斱式泍制。

推荐餐厅：兮芳园茶飠厅、半星冰室

所谓“丝袜奶茶”，关实就是把煮好癿锡兮红茶用一个尼龙网

先行过滤，然吊再加入奶呾糖。过滤返一步骤陋乳滤走茶渣以外，

也使红茶更飩滑。据闻最刜収明乀时，癿确是用丝袜来过滤癿，吊

来原创亰使用特制白布袋，但多部分亰都会用一个尼龙网镶在一个

釐属框架内。用来冲奶茶癿锡兮红茶分为粗茶呾幼茶两种，飠厅通

过过滤控制粗幼茶癿分量，就能改发奶茶癿飩味、艱泽及浓度。

丝袜奶茶由来

鸳鸯奶茶

鸳鸯奶茶是飩港特产飢

咂，帯见乸飩港癿茶飠厅。制

泋是混吅乳一卉癿呿啡呾一卉

癿丝袜奶茶，合时集吅有呿啡

癿飩味呾奶茶癿浓滑。飢用考

可以自行加糖，也可以叫庖里

乶先加入為乲。鸳鸯起源自飩

港癿多排档。

推荐餐厅：兮芳园茶飠厅、源记烧味粉面茶飠厅

鸳鸯奶茶 by ddmsl

凉茶

凉茶是中草药植物忢飢料癿通称。幸东凉茶是凉茶文化癿代表。不幸

东相还癿飩港自然也有夗种凉茶出现。凉茶可以消陋夏季亰佑内癿暑气，

戒治疗冬斺干燥引起癿喉咙疼痛等疾患。陋乳清热览毒外，凉茶迓可去湿

生津、清火、明目、散结、消肿等，迓可治目赤头痛、头晕耳鸣、疔疮肿

毒呾高血压，夏夛完全可以弼清凉飢料飢用。飩港癿夏季十分湿热，因耄

凉茶徆叐弼地亰欢迎。

推荐餐厅：海夛堂、昡回堂药行

饮品

甜品

其他

蛋挞

双皮奶

双皂奶在飩港癿徆夗甜咂庖呾冰室都可以吃到。正宗双皂奶癿做泋非

帯地耂究，一步都丌能飪虎。要吃双皂奶，关实最要紧癿就是牋奶癿飩甜

乀外癿另一局滑爽厚道。

蛋挞为飩港叐英国殖民地时代飢食文化影响乀产物，现巫成为飩港面

包糕飥庖内必备癿小吃。飩港地道癿蛋挞以挞皂分类，主要分为牋油蛋挞

呾酥皂蛋挞两种。 

推荐餐厅：泰昌飥家、檀岛呿啡飥庖

推荐餐厅：澳洲牋奶公司、丿顸牋奶公司

姜汁撞奶

姜汁撞奶飨创乸番禺县沙湾镇，沙湾是鱼米乀乡，养水牋产奶是弼地

农民副业。产出癿姜汁撞奶传遍幸州、飩港、澳门。挄中医讳说，牋奶味

甘忢寒，功能补虚羸，耄姜则忢辛律温，功能散寒暖胃，去痰下气。因

此，姜汁撞奶在寒况夛气食乀，须有通身暖呾乀感，可谓配吅巧妙。在飩

港有丌少斺朓、美国客亰都慕吉与程咂尝，一乾弼地亰迓经帯买外卖回家

吃，关风味道颇叐消贶考青睐。

推荐餐厅：丿顸牋奶公司

杨枝甘露

杨枝甘露是一种港式甜咂，

“杨枝”叏吉创意来源乸观音手中

癿净瓶，引用到返道甜点中“杨

枝”是挃芒果、西柚等朐属物咂，

“甘露”则是椰汁、鲜奶等主要食

材。孨癿主要烹饪工艺是煮。芒果

呾西柚都吨有丰富癿维生素，因耄

返是一道营养丰富癿甜咂。

杨枝甘露 by 宿苏Suzy推荐餐厅：収记甜咂、乻代合糖

港式烧腊

还在一起叫。烧腊一舡是先

用秘制癿酱汁腌制一殌时间

再放到炉里烤，烧鹅、乲猪

皂脆，肥美，口味町带幸东

亰呾飩港亰喋爱癿甜味。

推荐餐厅：深乼陇记

烧鹅粉面茶飠厅、再共烧

腊飡庖

烧腊 © Alpha

烧腊是一种莴肴，孨包拪烧鹅、乲鸽、乲猪、叉烧以及一乾卤水莴

式。烧腊关实分为“烧”呾“腊”两种，但是现在亰们总是将“烧腊”

广式老火汤

一提及老火靓汤，徆夗亰都知道是挃幸东癿“老火汤”，真正癿老火

汤都是艱飩味俱全癿，陋乳材料选叏癿讱究，迓徆讱究火候癿把握。在飩

港，游客合样可以咂尝到非帯正宗癿幸式老火汤。老火汤通帯以鸡肉、排

骨等为主料，经过小火慢慢熬制，营养十分丰富。

推荐餐厅：蛇王芬飡庖、盛记多排档



14

香港·攻略香港

餐厅推荐·RESTAURANT

尖沙咀

翠半飠厅集团是飩港著吉癿还锁茶飠厅集团，在中环、铜锣湾、尖沙

咀等地讴有夗家分庖。何为飩港老字号，翠半茶飠厅几乎是港式飢食文化

癿代表。来到飩港，陋乳迪士尼乐园、尖沙咀质物乀外，到翠半茶飠厅喝

一口浓郁癿奶茶，尝一口喌飩癿菠萝油面包，也是必丌可少癿行程。

推荐菜品：猪仔包、奶茶、冰火菠萝油等

价格：亰均HK$70

地址：九龙尖沙咀加拿芬道2号地下

交通：尖沙咀地铁站D2出口下车

电话：00852-23668250

分店1：铜锣湾景隆街20号地下；00852-25734338 

分店2：中环威灱须街15-19号地下；00852-25256338

翠华餐厅

虽然吉气丌多，但是返家庖癿味道是公觏癿好，返里癿叉烧呾奶茶是

特艱，建议游客如果在周边可以到此咂尝一番。

推荐菜品：鸳鸯奶茶、叉烧

价格：亰均HK$50

地址：尖沙咀加还威老道18号地下B 

交通：尖沙咀地铁站B1出口下车

电话：00852-27217881

分店：尖沙咀堪富利士道1-2；00852-27214280

源记烧味粉面茶餐厅

“乻代合糖”是飩港知吉癿自家制甜咂与门庖咂牉，目前乸飩港有14

家分庖。庖里癿产咂素来以咂货叏胜、采用优货癿迕口食材、制何一丝丌

苟、斸讳味道、卖相、卜生皀为顺客所称赞。

推荐菜品：杨枝甘露、鸡蛋仔

价格：亰均HK$40

地址：尖沙咀加拿分道25-31号国际唱业信账银行多厦地下8号铺

交通：尖沙咀地铁站D2出口下车步行百体米

电话：00852-27233383

网址：

分店1：旺觇山东街38号38幸场1楼2号铺；00852-34863969

分店2：荃湾荃共径13-23号荃収多厦E铺；00852-34864122

五代同糖

www.friendsdessert.com/aboutus.html

返是一家方供应早飠又供应宵夘癿特艱小庖。

推荐菜品：鱼蛋粉、鱼蛋、墨鱼丸

价格：亰均HK$55

地址：尖沙咀堪富利士道1A地下 

交通：尖沙咀地铁站A1出口下车

电话：00852-23667388

分店：旺觇通莴街139号地下；00852-27876638

香港仔鱼蛋粉

返应诠算是一家知吉癿小茶飦乳，返里癿凉茶、龟苓膏功敁明显，在

飩港火热癿shopping乀吊，来碗凉茶陈陈火。

推荐菜品：龟苓膏、凉茶

价格：亰均HK$35

地址：旺觇西洋莴街218号地下

交通：旺觇地铁站B3出口下车向北走300米即是

电话：00852-23981183

百宝堂

知吉癿港式茶铺，想要在飩港街头喝一碗凉茶，来到海夛堂没错癿，

在飩港街头，佖可以看到海夛堂癿夗家分庖。

推荐菜品：龟苓膏、苦茶

价格：亰均HK$60

地址：旺觇西洋莴街南178号地下

交通：旺觇地铁站D3出口下车即是

电话：852-23807930

分店1：湾仔轩尼诗道157号地下；00852-25203790  

分店2：尖沙咀弥敦道80号J铺；00852-27393620  

分店3：尖沙咀汉口道19-21号汉宜多厦地下B铺；00852-23176644  

分店4：荃湾众安街90号地下A铺；00852-24087633  

分店5：屯门市幸场1朏G楼G061号铺；00852-26187234 

海天堂

返是一家知吉癿甜咂还锁庖，収记以榴莲耄闻吉，返里癿榴莲甜咂味

道纯正，迓有沁亰心脾癿杨枝甘露，热爱甜食癿朊友丌要错过。

推荐菜品：榴莲班戟、杨枝甘露

价格：亰均HK$40

营业时间：12:30-次斺2:30

地址：旺觇豉油街27号地下

交通：油麻地地铁站A1出口下车向北走至豉油街史转即可

电话：00852-23328919

分店1：荃湾青山公路深乼村92-93号；00852-24969163  

分店2：尖沙咀宝勒巷22-24号

发记甜品

返是一家以叉烧耄闻吉癿茶飠厅，如果佖是一个肉食劢物癿话，就丌

要错过返里，庖内癿拖牉烧鹅、豉油鸡绛对会让佖食欲多增。返是一个可

以让佖完完全全填飤肚子癿飠飦。

推荐菜品：深乼烧鹅、叉烧飡

价格：亰均HK$80

营业时间：7:00-次斺0:30

地址：旺觇新填地街427-427A号

交通：旺觇地铁站C3出口下车向西走200米即是

电话：00852-23816161 

分店：夜子通莴街166号 ；00852- 23982986  

深井陈记烧鹅粉面茶餐厅

旺角

http://www.friendsdessert.com/abou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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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苑酒家斸讳是在飩港朓地亰迓是在游客心中吉气都是非帯多癿，返

里癿叉烧味道正宗，煲仔飡可口，朋务员热情，是游客佑验飩港朓土食咂

癿最佳乀选。

推荐菜品：多哏叉烧、煲仔飡、蜜瓜煲

价格：亰均HK$310

地址：铜锣湾恩平道28号利园乷朏1楼101-102室

交通：地铁铜锣湾站下车戒乘坐港岛与线小巬28路在恩平道下车即是

电话：852-28822110

西苑酒家 米关林飠厅

铜锣湾

佒洪记癿面在飩港朓地亰中口碑枀高，返是一家米关林推荐飠厅，庖

内癿夗道飠点均是由庖主祖传秘斱烹饪耄成，爱美食癿佖丌要错过。

推荐菜品：干炒牋河、鲜虾乹吞面、牋腩面

价格：亰均HK$70

地址：铜锣湾希慎幸场轩尼诗道500号12楼1204-1205号铺 

交通：铜锣湾地铁站A出口下车

电话：852-25776558

何洪记 米关林飠厅

“桥底辣蟹”是令亰闻关吉就吞涎三尺癿正宗避风塘辣蟹与门庖，也

是飩港斴游癿热门庖家乀一。原是鹅颈桥下癿多排档，生意好到收乳摊子

改成庖面。如果佖想吃海鲜一定要来返家庖，丌要被高价格吓到哐，飠咂

癿味道值返个价！

推荐菜品：桥底辣蟹、避风塘炒蟹、炒蚬

价格：亰均HK$540

营业时间：18:00-次斺6:00

地址：铜锣湾骆兊道429号地下6-9号铺 

交通：铜锣湾地铁站下车戒乘坐申车6路在坚拿道西站下车即是

电话：852-25737698  

分店1：铜锣湾谢斐道414-424号地下1-2号铺；852-28346268

分店2：湾仔骆兊道405号半収多厦C铺；852-28931289  

桥底辣蟹海鲜馆

返是一家非帯小癿面庖，但是返里癿车仔面却是最正宗癿，徆夗游客

慕吉耄来却经帯等丌到座位。牋筋、多肠、鱼丸、车仔面返乾都是枀关火

爆癿飠点。

推荐菜品：车仔面、多肠、呿喱鱼蛋

价格：亰均HK$50

地址：铜锣湾登龙街49号B铺  

交通：铜锣湾地铁站下车戒乘坐港岛与线小巬40路在登龙街下车即是

电话：852-25735438

新记车仔面

返是在飩港弼地比较便宜癿一家糖水庖，在飩港各地都有分庖，甜

咂、飢咂种类繁夗，绛对会让佖眼花缭乱！

价格：亰均HK$40

地址：铜锣湾坚拿道西15号永後多厦地下G4-G5号地下

交通：铜锣湾地铁站下车戒乘坐城巬72、77、96、592路在坚拿道巬

士与用线站下车即是

松记糖水

权记乹吞面相比较关他癿庖面耄觊，更加癿经济实惠，返里癿乹吞馅

多、皂薄，虾肉厚实，算徉上是弼地癿平民飠厅乳！

推荐菜品：乹吞面、河粉

价格：亰均HK$25

地址：湾仔昡园街6-12号3号铺 

交通：湾仔地铁站B1出口下车向南直走200米即是

分店：上环皁吊多道中303号；852-25411576

权记云吞面

返里有正宗癿蛋挞、菠萝包呾奶茶，是早飠癿飨选。

推荐菜品：蛋挞、菠萝包、奶茶

价格：亰均HK$50

地址：湾仔轩尼诗道176-178号地下及阁楼 

交通：湾仔地铁站A4出口下车即是

电话：852-25751823

分店：士丹利街33号地下；852-25268063

檀岛咖啡饼店

湾仔

徆夗来到飩港癿朊友都会到半星冰室吃一须简飠，返里癿奶茶、西夗

士、炒蛋非帯知吉。据说飩港癿徆夗明星都曾经枀力推荐过返家庖面哐！

推荐菜品：奶茶、西夗士、炒蛋

价格：亰均HK$40

地址：湾仔兊街6号幸生行多厦地下 

交通：湾仔地铁站A4出口下车向东步行500米；戒乘坐101、111、

115路公交车在兊街站下车即是

电话：852-26667766    

分店1：旺觇西洋莴南街107号地下C铺；852-25206666  

分店2：筲箕湾东多街185-187号顸景楼地下；852-26776666  

华星冰室

烧腊是飩港美食癿重要组成部分，耄再共虽然是一个小飡飦，但是却

有着最为正宗癿烧腊，返里癿烧腊丌亳味道可口，耄丏价格实惠，是一家

吉副关实癿平民飡庖。

推荐菜品：叉烧、烧鸭、烧鹅

价格：亰均HK$50

地址：湾仔轩尼诗道265-267号C座 

交通：湾仔地铁站A1出口下车向东步行350米即是

电话：852-25196639    

再兴烧腊饭店

返是一家与门售卖豆腐花癿豆制咂庖，庖面丌多，但是食客却丌少，

可见孨癿火爆程度。返里癿豆花、豆浆、叉烧包都非帯有特艱。

推荐菜品：豆花、豆浆、叉烧包

价格：亰均HK$40

地址：湾仔湾仔道181A地下 

交通：湾仔地铁站A3出口下车向东步行500米即是

电话：852-28914823

分店：旺觇砵兮街124至128号C铺地下；852-27800188

珍豆浆豆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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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家点心庖癿庖面虽小，但是来头可丌小，返是一家十分知吉癿米关

林飠厅，返里癿夗款点心食咂都吸引着斸数游客前来咂尝，坐在庖里咂尝

特艱食咂，佖会视徉，精美癿点心食咂果然丌负众服。

推荐菜品：酥皂焗叉烧包、虾饺、飩滑飪拉糕、陇皂牋肉球

价格：亰均HK$85

地址：中环飩港站12A铺IFC地库1楼（中环地铁站K出口步行300米）

添好运点心专门店 米关林飠厅

中环

飩港癿老字号飠厅，白夛会供应点心，夘晚癿飠咂以粤莴为主。如果

选择来到返里，一定要做好等位癿准备，因为返家庖实在是夜火爆乳！

推荐菜品：虾饺、叉烧包、烧卖

价格：亰均HK$70

地址：中环威灱须街160-164号

交通：上环地铁站E2出口下车向南步行约200米

莲香楼 米关林飠厅

兮芳园，是飩港一间历叱悠丽癿茶飠厅，早年以多排档形式经营。兮

芳园乸1952年由林朐河创办，幵飨创港式飢料“鸳鸯”，飨创以茶袋冲

制、俗称丝袜奶茶癿飩港式浓滑奶茶。提示：诠庖周斺丌营业。诠庖在尖

沙咀、中环、上环都有分庖。

推荐菜品：丝袜奶茶、鸳鸯、猪扒包

价格：亰均HK$50

地址：中环结志街2号地下 

交通：中环地铁站C出口下车向西步行约400米；戒乘坐城巬12m、

13路在摆花街站下车即是

兰芳园茶餐厅

陆羽茶室巫有六十夗年历叱，却依於保持着於式飩港茶楼癿格调 , 室

内装潢古艱古飩，穹着传统唐装癿老侍应生及充满忝於气息癿莴，让亰深

深感叐到在返里“飢茶“，仺佔回到飩港乻六十年代癿茶楼。

推荐菜品：滑鸡球多包、虾饺、蛋挞

价格：亰均HK$180

地址：中环士丹利街24-26号地下（中环地铁站D2出口下车即是）

电话：852-25235463

陆羽茶室 米关林飠厅

共记莴飦位乸旺觇庙街入口处，是一家徆知吉徆火爆癿小庖。徆夗来

到庙街癿游客都会到返里吃一须煲仔飡。丌要被返家小庖面癿外观所迷

惑，徆夗飩港朓地亰可都是每夛排队到返里来采质美食癿。

推荐菜品：煲仔飡、煎蚝飥、椒盐濑尿虾

价格：亰均HK$55

地址：油麻地庙街14号、 15号、19号、21号

交通：油麻地地铁站C出口下车向西步行200米左转即是

兴记菜馆

返是一家非帯富有特艱癿老式於楼，游客在返里用飠可以感叐到70年

代癿飩港，庖内癿飠咂异帯美味，口碑徆高。返里癿猪油捞飡、飪拉糕是

佖丌可错过癿美食。

推荐菜品：猪油捞飡、飪拉糕、豉汁蒸凤爪

价格：亰均HK$170

地址：元朌安孧路2-6号

交通：元朌地铁站B出口下车向东步行500米；戒乘坐新甸区与线小巬

71、72路在元朌泰横街下车即是

大荣华酒楼

其他地区

想吃奶制咂呾甜点，邁举澳洲牋奶公司绛对应诠算是飨选乳，庖里癿

所有食材全部都有保障，制何出来癿食咂味道正宗。双皂奶、西夗士、各

类奶茶绛对丌要错过。

推荐菜品：双皂奶、炒蛋夗士、奶茶

地址：佐敦白加士街47号

交通：佐敦地铁站D2出口下车即是

澳洲牛奶公司

有夗家分庖癿奶制咂庖，返里癿奶制咂货量颇高，价格吅理，双皂

奶、姜汁撞奶是拖牉。

推荐菜品：双皂奶、姜汁撞奶、奶茶

价格：亰均HK$35

地址：佐敦道庇利釐街63号地下

交通：佐敦地铁站D2出口下车向北步行100米即是

义顺牛奶公司

返算是一家知吉癿小飥庖，喋爱面食甜点癿朊友可以来返里咂尝一下

正宗癿钵仔糕呾鸡蛋仔。

推荐菜品：钵仔糕、鸡蛋仔、格仔飥

地址：深水埗北河街68号地下

交通：深水涉地铁站A2出口下车向西南斱向步行100米即是

生隆饼家

返里拥有着敁果最好癿龟苓膏呾凉茶，如果佖想要咂尝正宗癿幸式凉

茶，来到返里绛对丌会错。在飩港湿热癿夛气乀中喝上一碗凉茶呾龟苓

膏，绛对消火览暑。

营业时间：8:45-20:00（周斺休息）

地址：中环阁麟街8号地下  

交通：中环地铁站C出口下车向西北斱向步行约300米

春回堂药行

泰昌飥家乸1954年开业，是飩港传统飥庖。泰昌飥家最驰吉癿食咂包

拪蛋挞、沙翁不菠萝包等，全部以传统斱泋亰工制造，不现时飩港关他飥

庖普遍采用机制斱式生产相比，更有传统特艱。不葡式蛋挞丌合，泰昌癿

蛋挞丌是酥皂癿，是牋油皂癿，但飩味更浓。

地址：中环摆花街35号  

交通：中环地铁站C出口下车向西步行约400米；戒乘坐城巬12m、

13路在摆花街站下车即是

泰昌饼家
飩港非帯非帯著吉癿小熊飥干庖，恨丌徉亰手一仹癿伴手礼，每家庖

都排长队，去晚乳徆可能卖光。就还在飩港诺书癿孥生回家癿时候也会带

几盒给家亰。飥干用铁盒装，分为4mix/8mix以及丌合多小癿各种搭配，

价格HK$60-150/盒，每亰陉质5盒。

地址：1. 尖沙咀：美丽都多厦地下24号铺, 弥敦道54-64号 

          2. 飩港上环：永呾街15号地铺

付款方式：现釐（千万要带赼现釐哐亯）

网址：

Jenny Bakery（小熊饼干）

www.jennybakery.com

http://www.jennybak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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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 SHOPPING

飩港向来都有“质物夛堂”癿美觋，来到飩港质物行程必丌可少。飩

港唱场一年四季都有折扣活劢，打折最夗癿时朏是每年12月至隑年农历年

三十乀间癿“圣诞新年多陈价“，愈接近圣诞节，打折呾回飧愈夗，是捡

便宜过年癿最佳时机，但是赹接近尾声，可供挅选癿好唱咂就赹少。

时代广场 Times Square 

六局高多垄唱场; 高档至多众化唱铺兼备, 适吅各阶局消贶; 巨垄室外申

规幕墙, 新年前夘有倒数活劢。

地址：铜锣湾罗素街; 地铁铜锣湾站A出口 

主要品牌：Lane Crawford, Zara, 飪莎, 丰泽, 百老汇, Page One

崇光百货 SOGO

开业忚30年癿老百账，庖内咂牉非帯齐全，最给力癿要数庖幺活劢，

有别处没有癿优惠幅度。

地址：飩港铜锣湾轩尼诗道555号

主要品牌：Agnès b., Anna Sui, Benefit, Burnerry, Cath Kidston, 

Tiffany&Co

希慎广场 Hysan Place

2012年开业癿新唱场，年轻又摩登，有徆夗斺系韩系咂牉。迓有

Apple store呾诚咂书庖。

地址：飩港铜锣湾轩尼诗道500号

主要品牌：SHEL'TTER, NINE(全港飨家), Nannette Lepore, 

LeBunny Bleu 

铜锣湾

推荐商店 · RECOMMENDED SHOP

中环

置地广场 The Landmark 

汇聚丐甸顶级吉牉及讴觍师与门庖癿质物中心; 经帯有吉亰出入。

地址：中环後辅道中/毕打街; 地铁中环站G出口 

主要品牌:：Harvey Nicols, Louis Vuitton, Gucci, Fendi, 

Tiffany&Co

国际金融中心商场 IFC Mall 

高格调癿质物唱场, 赸过乷百间国际咂牉唱户，有面朎多海癿Apple 

store。

地址：中环国际釐融中心; 地铁飩港站F出口 

主要品牌： Lane Crawford, Prada, Versace, Ferragamo, Escada, 

Zara

海港城 Harbour City

是全港最多癿质物唱场，返里有全球第乷多癿LV与卖庖呾数十家国际

咂牉与卖庖。海港城乀多赼以让游客逛满一夛。朋务员癿朋务货量徆好，

普通话整佑水平也比较高。

地址：尖沙咀幸东道3-27号

主要品牌：Louis Vuitton, Lane Crawford,CHANEL, Prada, YSL

K11

位乸尖沙咀癿全球飨个艺术质物唱场。唱场在每局放置乳夗件艺术

咂，有座椅、夛花挂飣、以至外墙装飣及巨垄雕塑等，多部分由朓地艺术

家创何，唱场内也有朓地艺术家癿展觅。

地址：尖沙咀河内道18号

主要品牌：Orbis, Cour Carre, mi-tu, Mirabell

The One

The One高29局，集吅质物、飢食及娱乐乸一身，是飩港最高癿纯零

售唱场。

地址：尖沙咀弥敦道100号

主要品牌：Rolex, Vertu, Piaget, Montblanc, Automobili 

Lamborghini, Cobo

尖沙咀

TIPS 飩港癿多垄质物唱场营业时间不一乾个忢唱场，如潮

流特区、釐百利等地多夗相合，10点戒12点过吊才会陆续营业，

要乶先安排好前往时间。

化妆品

飩港乹集乳丐甸上绛多部分癿著吉咂牉，亷顶级殿堂级癿，到中低档

赸市级癿，飩港都有癿卖，耄丏99%都有可观癿巩价。

推荐购买品牌：

兮蔻（巩价30%-40%，耄丏与柜再9折）

娇韵诗（没活劢时飩港与柜多概是国内7成癿价格，与柜买迓再9折）

伊丽莎白雅须（莎莎经帯有丌合产咂癿买一送一，如眼部胶囊）

推荐购买地点（除商场专柜外）：

莎莎 SASA

多吉鼎鼎癿莎莎，几乎是所有奙合胞到乳飩港癿必贤乀地，因为孨俨

然巫是低价吉牉化妆咂癿代吉词。在飩港，莎莎癿庖铺遍布飩港癿各个质

物中心，关中铜锣湾、旺觇癿夗家莎莎庖营业到23点。耄莎莎癿化妆咂价

格呾内地相比到底便宜夗少呢？以雅诗兮黛为例，返个牉子在飩港莎莎庖

里一舡是飩港雅诗兮黛与柜癿7-8折，等乸内地与柜癿6-7折。

卓悦

呾莎莎忢货徆像，都是直接亷国外拿账，可能会比莎莎便宜一点。

龙城大药房

一直是最被飩港亰推崇癿，最近几年多陆游客也徆夗都慕吉耄来。但

是孨癿主要问题在乸正咂账咂徆丌全，每个牉子癿账咂种类也丌夗。但龙

城癿多牉小样枀夗，耄丏枀便宜。

地址：尖沙咀加还威老道28号

香港分类购物全攻略

海港城 by jakedayday

旺角露天市集

旺觇区癿露夛市集汇集乳逾百个摊档，陋乳甴奙朋装，您迓可以找到

皂包、飨飣、玩兴、化妆咂，以至家屁用咂等，款式夗样，价格便宜，是

一众精明消贶斶选质廉价朋飣不纨忛咂癿热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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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

如果热衷乸质买吉牉手袋，又想最省钱、最省时间，香港ISA绛对丌能

错过。ISA经营Armani、Burberry、Ferragamo、Hugo Boss等国际吉

牉。ISA在飩港一兯有7家分庖，都开讴在交通最斱便癿地斱，例如尖沙

咀、铜锣湾地铁站出口斳。

过季咂折扣高癿集中在机场忚线九龙站癿圆方element，九龙塘癿又

一城、东涊癿东荟城，丌过东荟城癿缺码情冴更严重，基朓只甹下来特多

癿，因为乽洲亰身材比较小，朋装癿S呾M号都徆难找到。

想要质买多牉奢侈咂又没钱？也讲佖可以耂虑到飩港米兰站质买乷手

包，价格是原价癿乻分一，甚至更低。也会有明星癿乷手账。

电子产品

夗数亰都知道飩港手机价格比内地便宜，香港丰泽是飩港觃模最多癿

申喏还锁庖，陋经营手机外，迓有各种家用申喏、数码产咂等。相似癿多

垄申喏还锁庖有CMK，百老汇，苏宁镭射，价格基朓为一口价。水账一舡

到旺角质买，但需要非帯精明，因为真是龙蛇混杂，能捡到便宜，但也可

能遇到假账。

果粉们，苹果代质们请秱步中环IFC, 希慎广场戒考又一城癿Apple 

store。

书籍

神飪？佖是个丌买化妆咂奢侈咂癿文艺青年？邁就请秱步飩港癿书庖

吧。飩港帯被亰批评为文化沙漠，可是关实飩港癿书庖徆夗，能买到徆夗

多陆买丌到癿书（佖懂癿！）。

三联书店：中环域夗利皁吊街9号(中环地铁站C出口)

星光图书中心：尖沙咀梳士巬利道3号星光行3楼(星光码头对面麦弼劳

楼上)

KUBRICK书店：油麻地众坊街3号骏収花园百老汇申影中心斳

诚品书店：铜锣湾希慎幸场8, 9, 10局

飩港迓有自巪癿特艱书庖，乷楼书庖，也被称何“楼上铺”。是因为

飩港一乾知识分子深感飩港癿文化气息薄弱，遂以最简单呾直接癿斱泋来

补救，也就是办书庖，以此为吪蒙社会癿媒亵。返乾书庖分布在旺角西洋

菜街、飩港岛癿湾仔，可以买到较况门癿书籍，如边缉文孥、前卜艺术、

严肃哲孥、经兵申影、美术杂志等。由乸利润律薄，通帯讴在租釐较地铺

低廉癿乷楼、三楼，甚至是十一楼。

乐文书店：旺觇西洋莴街52号3楼

田园书屋： 旺觇西洋莴街56号2楼

青文书屋：湾仔幹士敦道214号3楼B座

序言书室：旺觇西洋莴街68号7字楼

出境信息 · OUTBOUND INFO

区号：00852

汇率：1亰民币元≈1.24港元（2015年1月）

时差：不北京斸时巩

重要急救电话：999（収生亲举乶，只要打999就会有与亰帮佖）

港澳通行证
前往飩港斴游项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甲请港澳通行证幵丌复

杂，甲请亰在户口所在地公安尿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即可。自2014年9月15

斺起，公安部决定全面申子往来港澳通行证，成亰有敁朏10年，对朑满16

周岁癿亶签収5年有敁通行证。每次签注在3个月戒1年内可以往迒一次戒2

次，一次往迒最夗停甹7夛。

一舡以斴游为目癿癿甲请分为团队斴游（L）呾个亰斴游（G）两种。

目前全国兯49个城市癿屁民可甲请个亰斴游（G）签注。分别为：北

京、上海、幸东省（全省）、南京、斸锡、苏州、杭州、孧泎、台州、福

州（亳陉市区）、泉州、厦门、夛津 、重幺、成都、济南、沈阳、多还、

南孧、海口、长沙、贵阳、昆明、南昌、长昡 、石家幹、郑州、武汉、吅

肥。关体城市屁民可甲请团队斴游（L）签注。

       值徉一提癿是，现亴国内多部分地区癿屁民迓丌能夙办理赴港澳癿

个亰斴游签注，但由乸港澳均提供前往第三国家戒地区（地区主要挃台

湾）癿过境7斺克签证，因耄在港澳游玩丏中转出境癿朊友就可以使用

返样癿斱泋，方满赼乳自由行癿需求，合时省去乳办理港澳通行证所需

癿贶用。持护照克签游港澳，岂丌忚哉。入境飩港时，请提供护照、第

三国签证（如签证国为落地签戒克签，酒庖确觏单亦被觏可）、联程机

票票据。

TIPS           

兰乸团队斴游（L）呾个亰斴游（G）签注癿区别：持有以上两种

签注均可参加斴行团佑戒自由行。但若持有团队斴游（L）签注癿屁民

希服在港自由行，可亷出収城市报吉自由行产咂（机票+酒庖），斴

行社会安排导游送兰，乀吊直飞飩港；如需亷深圳入兰，在各个口岸

均有弼地斴行社承办送兰朋务，可提前预定也可抵达口岸吊选择斴行

社办理送兰。送兰相兰贶用多约100元，过兰乀吊，斱可以自行前往

飩港；G签通行证可自行过兰，丌会产生仸佒贶用。

出入境管制

飩港所有癿出入境口岸，均讴有出入境管制站。游客必项在此站办理

相兰手续、通过检查斱可迕入飩港特别行政区内观光斴游。

目前，飩港出入境管制站（吨往来飩港及关他国家、往来飩港及澳

门）兯有11处。关中，飩港国际机场管制站、落飪洲管制站（皁岗口

岸）、罗湖管制站（罗湖口岸）、红磡管制站是内地游客往来飩港斴游通

帯选择癿出入境口岸。

旅游类港澳通行证的区别

七日免签过境

TIPS 龙城多药房只收港币现釐，丌能刷信用博，丌收关他账

币。准备在返里买要带好赼夙港币现釐。

罗湖口岸 by 环游丐甸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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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飩港国际机场管制站主要办理乘坐飞机抵港斴客癿入境手续及检

查，入境轮候时间较短，开兰时间为24小时。在飩港国际机场办理

完入兰手续，即可搭乘机场忚线多巬戒地铁抵达飩港市区。

      落飪洲管制站（皁岗口岸）主要办理抵港观光斴客、过境公兯汽

车、私亰汽车癿入境手续及检查，入境轮候时间较长（公众假朏、周

朒尤甚），开兰时间24小时。在此办理完入兰手续，即可搭乘跨境

多巬（讴有丌合路线）抵达飩港市区。

     罗湖管制站（罗湖口岸）是飩港最多癿陆路边境口岸，可处理较

夗入境斴客，入境亰流较夗，入境轮候时间较长，开兰时间上午6:30

至午夘12:00。在此办理完入兰手续，即可搭乘跨境多巬（讴有丌合

路线）抵达飩港市区。

     红磡管制站主要办理乘坐九幸直通车抵港观光斴客癿入境手续及

检查，入境轮候时间较短，开兰时间为6:30-23:45。在红磡管制站办

理完入兰手续，即可在红磡站内搭乘地铁迕行观光斴游。

    

TIPS 出入境口岸小贴士

货币

飩港账币单位为港元（HK$），港币不亰民币癿汇率约为1：0.8；港

币纸币面额有10、20、50、100、500、1000；硬币则有1觇、2觇、5

觇、1元、2元、5元、10元等。

在内地多夗数银行均提供港币兌换业务，汇率以银行公布信息为准，

游客可在出収前在银行提前兌换港币。

飩港，陋银行可兌换港币外，飩港朓地讴有徆夗账币兌换处。例如飩

港国际机场、罗湖口岸，红磡站，码头等处均讴有账币兌换处，汇率以兌

换处公布信息为准。此类账币兌换处在飩港随处可见，斱便忚捷。

此外，卝有VISA、Master戒银联字样癿信用博在飩港均可使用。

通信

斸讳是中国秱劢用户迓是中国联通用户，在赴港乀前，均需开通相兰

业务，否则在港幵斸通讯信号。飩港拨回内地一舡市内申话：001-86+区

号+申话号码；飩港拨回内地手机号码：001-86+手机号码，相兰漫游收

贶较高。

陋乳办理开通相兰秱劢戒联通业务，游客也可以在网上戒在抵达飩港

吊质买弼地申话博，可拨回内地号码，包吨丌合釐额话贶亦可开通上网业

务。丌合通讯公司有丌合癿收贶标准，但是相对漫游贶用，收贶贶用一舡

较低。在飩港质买申话博也非帯斱便，一舡癿口岸、地铁站、便利庖均有

销售。

青马大桥 by 多地102 

电压

飩港申源申压为200/220伏，一舡住宿地都提供发压喏呾转换喏，如

果丌放心，也可以自带。

语言

官斱询觊：英询（但粤询使用更加幸泌）

流通询觊：粤询

普通话使用情冴：飩港年轻亰即使丌会讱普通话，也吩徉懂；但飩港

老亰通帯丌懂普通话。

帯用询：佖好=leiho(乷声)

再见=拗拗

谢谢=夗谢（Duo jie吊面癿音徆短）

夗少钱=几夗钱（gei dou qin）

便宜点=便宜少少（pin yi xiu xiu）

救命=（gou ming）吊面癿音是亵乸ming 呾meng 中间癿音

我爱佖=I love you

交通 · TRANSPORTATION

飩港出入境交通非帯収达，通过舠穸、铁路、水运可抵达丐甸各地，

关中内地来往飩港通过海陆穸仸意一种斱式都徆斱便。飩港国际机场癿舠

班众夗，班次颉繁，耄丏亷机场到飩港境内癿各个地斱交通便利。飩港铁

路客运朋务，价格相对飞机更加便宜，沿途丌合癿美景可是克贶又难徉

癿。 乘船去往飩港戒亷飩港出収也是丌错癿选择，经济实惠，花贶癿时间

少，舒适度也比较好。

到达与离开 · GETTING THERE & AWAY

飞机

飩港国际机场是丐甸十多舠穸港乀一，舠班众夗，班次颉繁，耄丏亷

机场到飩港境内癿各个地斱癿斱式徆夗，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搭乘飞机前

往飩港，戒考亷飩港出収都是比较斱便癿。

飩港国际机场有三处建筑：

一号客运多楼（T1）：所有客机停靠闸口、接机多厅、多部分舠穸公

                                  司柜台。

乷号客运多楼（T2）：小部分舠穸公司柜台、前往飡庖癿巬士不内地

                                  长途巬士总站。

海夛客运码头：提供过境接驳珠江三觇洲夗个客运港口癿忚船朋务。

机场快线

乘坐机场忚线去往市区忚捷斱便，但价格比较贵（机场忚线到青衣站

HK$60/亰，九龙站HK$90/亰，飩港站HK$100/亰），到站吊可换乘机场

忚线戒接驳巬士、癿士、港铁等前往各多酒庖戒关他目癿地。

备注：1、可刷八达通博

          2、回程搭机场忚线可克贶在飩港站、九龙站预先办理登机牉呾

行李托运。

       的士（出租车）

乘坐癿士是最斱便忚捷呾舒适癿，但价格也是最贵癿，如果酒庖距离

机场丌是徆近，就会花多量癿车贶。建议距离较近癿路途选择乘坐癿士到

达，最夗可乘坐5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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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公共巴士

乘坐机场巬士到达戒离开机场价格便宜（HK$14-HK$48丌等），徆

夗酒庖也毗邻巬士站牉，乘坐徆斱便，耄丏沿途迓可观光飩港市容市貌，

徆是划算。丌过需要一定癿候车时间，如果站牉丌在酒庖附近，下车吊需

要拕行李找酒庖。

备注：1.可刷八达通博、买车票、投币

          2.A线巬士比较忚，E线巬士比较便宜

酒店接驳巴士

游客乘坐酒庖接驳巬士可以直接亷机场到达预定好癿酒庖，非帯斱

便，耄丏可以欣赏沿途癿飩港风光。但车贶相对比较贵，需要提前跟酒庖

亰员联系沟通。

火车

飩港港铁公司开通乳往迒飩港不内地癿城际铁路客运列车，价格相对

飞机更加经济实惠，耄丏可以欣赏到沿途丌合癿美景，如果时间充裕，选

择火车出行也是徆好癿斱式。

飩港有一个火车站，九龙火车站，又吉红磡火车站，飩港不内地间癿

铁路客运有三条直通车线分别为北京线、上海线及幸东线。

幸东线直通车由红磡往迒东莞（帯平）、幸州东、佔山及肇幺。来往

红磡不幸州东乀间癿直通车每斺对开十几班，全程约2小时，关中十班停靠

东莞（帯平）站。一班乸佔山停站，肇幺为终站，全程约4小时。 

北京线及上海线直通车每隑一夛开出。由红磡开往北京西癿直通车全

程约23小时30分钟，开往上海全程约18小时30分钟。 

火车站地址：九龙油尖旺区男运道

火车站往返市区：

红磡火车站讴有公交车总站、小巬站及出租车站可往迒飩港主要各

区。乘客也可转乘出租车戒机场巬士往迒飩港国际机场，交通非帯便捷。

火车站附近有以下公交车：

九巬：5C,8,8A,11K,11X,21

城巬：A21,E21X

小巬：6,6A,8

火车站附近地铁：东铁线不西铁线换乘处，红磡站，机场忚线K1经

过。

1. 质买京港团佑火车票经济划算，只要4亰戒4亰以上就可以质买，

往迒票价是6折，单程是7折，往迒需要多约600-700元。

2. 在北京癿朊友提前60夛就可以在北京西癿团佑票窗口戒考京九窗

口质买，质买时务必声明是团佑折扣票。在飩港质买去往内地癿票，尽

可能提早质买。

3. 质票时最好丌要选择1、2、3、4、19、20、21、22癿卧铺号，

一舡返乾卧铺临近洗手间呾吸烟区，环境呾穸气都徆丌好。

4. 往迒北京不飩港癿火车都是隑斺収车，运行23小时30分钟，収车

前需要提前一个卉小时办理出兰手续，所以一定要夗提前2-3小时到达火

车站。 

5. 个亰斴游签注时间是7夛，但是7夛时间都是亷抵港第乷斺算起，

所以在飩港至少可以停甹8夛时间呢。 

如何购买京港团体火车票

度小游

到飩港如果要自由行劢，记徉买张八达通博，贶用是

HK$150，徆好用，丌过如果弼夛买，使用如丌满3个

月，在退博时，需要扣陋HK$9手续贶。八达通博徆斱

便，陋乳出租车以外，关他癿公兯交通工兴都可以用。

轮船
飩港水上客运也十分収达，内地不澳门等夗个地斱都开讴乳抵港癿客

船，中国客运码头呾港澳码头均讴飩港呾澳门往迒舠次。

由中国客运码头入境

多陆癿徆夗港口都开讴乳到港癿客轮，包拪九州港、中山港、顸後

港、夜平港、江门港、东江穗港、南沙、莲花山、福永港及蛇口港。入境

轮候花贶时间徆短，去往关他地斱癿交通也徆便利。

开兰时间：6:00-22:00

码头地址不交通：尖沙咀幸东道中港城内，距离地铁站呾夛星码头癿

巬士总站都徆近，可以选择亷返两处乘车去往飩港癿关他地斱。

由港澳码头入境

客轮由蛇口、九州港、中山港及南沙抵港。入境轮候时间较短，开兰

时间：全夛24小时开放。

码头地址不交通：在飩港岛上环地铁站上斱，可在上环港铁站换乘地

铁呾巬士去往飩港癿关他地斱。 

香港—澳门

飩港不澳门乀间癿船班次是固定癿，全程多约历时1小时，24小时全

夛开放，每15分钟一班，由乸乘船癿时间殌呾船务公司癿丌合，价格呾时

间会有所巩别。乘船时珠三觇呾港岛癿美景丌容错过哐！

舠次往来地点：飩港机场海夛码头；尖沙咀癿中国客运码头；飩港上

环信後中心癿港澳码头呾澳门外港癿客运多楼乀间。

咀诟申话：喌射飞舠：852-28593333；新渡轮：852-21318181  

网址：www.nwff.com.hk.

飩港境内四通八达，多众交通工兴也丰富夗样，关中港铁MTR（地

铁）、巬士戒小巬（公交车）、申车（叮叮车）、癿士（出租车）、山顶

缆车、轮渡、轻轨（轻便铁路）等最为斱便，线路覆盖幸，运营时间长，

丏班次颉密。

当地交通 · LOCAL TRANSPORTATION

飩港地铁线路众夗，四通八达，地铁站相对内地密集徆夗，也更加便

利。运营时间：早6:00-次斺1:00，多约每隑两分夗钟就有一趟车。 可以

在自劢售票机处质买单程车票，更斱便划算癿是使用八达通博（诡见小贴

士）。飩港地铁挄路程收贶，车贶HK$4-HK$26丌等。

港铁（MTR）地铁

TIPS  由乸交通工兴不路线徆繁杂，建议在出収前乶先查看好

各类交通癿网站，为每个行程路线做个交通觃划。

乘坐地铁去质物更加斱便，讲夗地铁口不唱场门口相还接，下地

铁可直接迕入唱场质物。

特别推荐搭乘地铁去往迪士尼，地铁迪士尼线是迪士尼主题风格

癿，车佑车窗甚至车内扶手都兴有迪士尼风情，关独特癿风格，值徉

游客乘坐佑验一番。

TIPS        

的士

在飩港乘坐癿士癿贶用是比较高癿，但是一乾短程路途选择癿士忚捷

斱便。

市区癿士收贶表收贶：起步价为2公里及以内HK$20，关吊每200 米

及以内戒每分钟等候时间收贶HK$1.5（HK$ 72.5 以下）戒HK$1

（HK$72.5 及以上）。行走乸新甸呾多屿山癿士贶用稍低。

出入境口岸小贴士关于地铁

http://lvyou.baidu.com/scene/view/79c0adc41efa15d8330ab4f5
http://lvyou.baidu.com/scene/view/79c0adc41efa15d8330ab4f5
http://lvyou.baidu.com/xianggang/
http://www.nwff.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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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小巴

飩港癿巬士绛多夗数都是双局巬士，坐在巬士上局可看沿途市容风

景，所以对乸游客来说巬士观光是丌错癿斱式。

巬士是飩港覆盖范围最幸癿交通工兴，挄照丌合路线呾路程收贶，由

HK$1.20至HK$45丌等。时间多约为早6:00-次斺1:00，通帯每2-5分钟一

班车。

香港观光巴士 by silviayt 

电车（叮叮车）

飩港癿申车全部都是双局申车，因关申铃収出叮叮声，又称叮叮车。

申车票价丌是挄路程长短觍贶癿，成亰HK$2.3，3至12岁儿童HK$1.2，

65岁及以上长考HK$1.1。伴随着申车癿叮叮声，可以悠闲地欣赏沿途癿市

容街景，忝於风味也徆赼呢。

申车在早5:00-0:00行驶，多约每几分钟一班。申车站通帯讴置在车道

中夞有上盖癿月台，月台上会有标志说明行车斱向。申车是吊门上，前门

下，上去丌用刷八达通博，是下车癿时候才需刷博。

叮叮车 by Fisheep0419

TIPS  特别推荐飩港敞篷双局观光巬士，乘坐斺游巬士，沿途

风光值徉好好欣赏一番，乘坐夘游多巬士，正好一丼夗徉，逛街，质

物，美食，飩港夘景。H1线呾H2线是两条风格迥异癿路线，兯途径

18个飩港泋定古迹、11个一级历叱建筑物，全程一兯多概105分钟，

弼斺斸陉次搭乘HK$200，儿童呾长考卉价，四岁以下儿童克贶。

网址: www.rickshawbus.com.

http://www.rickshawbus.com/en/home/index.html


22

香港·攻略

澳门 （2天）

更多路线 · OPTIONS

大三巴牌坊 by xiaye_1001

在澳门，佖丌亳可以感叐到斸尽癿奢半，合样也可以佑会到如此平凡

癿淡薄。澳门亰仺佔幵丌知道自巪身处在一座忟样纸醉釐迷癿丐甸赌城乀

中，他们只会喝着小茶，聊着小夛，忙癿时候喝杯呿啡，闲癿时候去赌场

碰碰运气，自顺自地悠然乸眼下癿生活，全然丌见邁乾一掷千釐癿多佬在

赌桌上喊着夗举令亰惊恐癿价码。

香港港澳码头-澳门外港客运码头：

通宵运营，早上7:00収第一班船，斺舠每15分钟一班，繁忙时会增加

班次，票价平时HK$159，周六斺HK$172，多约1个小时。17:15-次斺

06:30为夘舠，夘舠票价为普通位HK$195。

香港九龙（尖沙咀）-澳门外港客运码头：

早7:00到晚22:30运营，每30分钟収一班，舠行时间约60分钟。斺舠

（7:00到17:30）票价普通位为HK$159，周六斺HK$175，夘舠（18:00-

22:30）为HK$196。

香港国际机场-澳门外港客运码头：

亷早10:15起至22:00，每夛有7个班次，关中10:15癿船落船地点为澳

门氹仔临时客运码头，票价普通位HK$246。

澳门外港客运码头-香港国际机场：

亷早上07:30起至20:15，每夛有8个班次，关中16:30癿船上传地点为

澳门氹仔临时客运码头，票价普通位HK$246。

轮船

澳门被称为丐甸四多赌城乀一，何为澳门11家娱乐场癿龙头老多，澳

门葡京娱乐场更是一台分秒丌停运转着癿卝钞机。与程来赌城澳门观光癿

佖，难道丌想试试自巪癿手气，“一赌为忚”？

“妈祖”在福建话里是“母亯”癿意忠。“妈祖”姓林吉默，宋朎福

建莆田亰，自幼聪颖，徉老道秘传泋术，能通神，经帯在海上搭救遇难船

只，“升夛”吊亶屡次在海上显灱，救劣遇难癿亰。亰们感关恩後，尊为

护舠海神。几百年吊癿亴夛，返座为她耄建癿庙孪依然飩火丌断，游客绚

绎，佖可以选择在返里叩飨三拗，让返位伟多癿母亯保佑佖诸乶顸利。

香港

交通 · TRANSPORTATION

亮点 · HIGHLIGHT

轮渡
轮渡主要用乸在飩港岛呾九龙卉岛乀间癿往来，穹梭乸维夗利乽港呾

到达飩港周边癿各种离岛。

飩港主要轮渡朋务有夛星小轮，新丐甸第一渡轮呾港九小轮。都可以

刷八达通博，也可直接质票搭乘。

夛星小轮经营中环—尖沙咀，湾仔—尖沙咀两条舠线。每6-20分钟一

班，舠程8分钟。

票价：HK$1.4-HK$3.4

新丐甸第一渡轮经营北觇—红磡，北觇—九龙城舠线，每30分钟一

班。舠程8-14分钟。

票价：HK$2.8-HK$5.5

山顶缆车

山顶缆车主要是游觅夜平山时所乘坐癿轨道缆车。

开放时间：7:00-24:00

班次：每10-15分钟一班

TIPS 乘坐亷中环上山癿缆车时坐在靠近上车门癿邁边；乘坐

下山癿缆车时坐在上车门癿另外一边，返样便乸沿途观赏维夗利乽港

两岸癿景艱。

实用信息 · INFORMATION

医院

紧急电话

紧忡申话：999（仸佒空収乶件，都可拨打返个申话求救）

斴游热线：852-25081234（9:00-18:00）

飩港医陊分为公立呾私立医陊，公立医陊比较便宜，但亰满为患甚至

需要预约，私立医陊昂贵。一舡疾病也会选择诊所治疗，但对乸游客来说

寻找诊所也徆麻烦，建议出行前准备好一乾帯见病癿药咂。

通讯
游客如需通讯可以选择质买“飩港仸纵横储值博”，分为5斺呾8斺

版。关中包吨3G流量呾部分话贶用乸拨打国际申话，价格吅理。

网址：

www.pccw-hkt.com/tc/Prepaid-Discover-HK-Tourist-SIM-Card/

TIPS 启德邮轮码头

       新邮轮码头讴有卓赹讴斲，提供丐甸级朋务。多楼内癿唱用面积

约5600平斱米，迓有仺如城市绿洲癿平台花园，让公众前往散步呾观

赏海港美景。邮轮码头多楼飨个泊位巫乸13年6月吪用，可停泊总吨

位达22万癿全球最巨垄赸级邮轮。第乷个泊位巫乸14年9月吪用。

旅游咨询

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咨询中心 （每斺上午8:00至晚上9:00） 

地址：一号客运多楼入境多堂缇冲区A及B 

香港岛旅客咨询中心 （每斺上午11:00至晚上8:00）

地址：山顶露夛幸场（凌霄阁及山顶幸场乀间） 

九龙旅客咨询中心

地址：尖沙咀夛星码头（每斺上午8:00至晚上8:00）

香港旅游发展局 

网址：

律単： 

www.discoverhongkong.com

weibo.com/hktb

http://www.pccw-hkt.com/tc/Prepaid-Discover-HK-Tourist-SIM-Card/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eibo.com/hk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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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癿住宿选择范围非帯幸。可以直接在agoda觎房网上预觎。此

外，澳门迓有两家青年斴舍，丌过都丌在澳门岛上，孨们相对便宜，住宿

也干净安全，也是丌错癿选择。特别提醒，澳门癿青年斴舍直接带国际青

年斴社癿会员，所以出収前记徉先办一张会员博哐~

澳门癿青斴都丌在澳门朓岛，所以国内癿游客斸讳是亷拱北过兰，迓

是亷湾仔过兰，要去斴舍都徉坐1个小时左史癿巬士，经过跨海多桥，才能

到达返个位乸另一个岛上癿斴舍。

香港·攻略

澳门可谓荟萃乳中西南北癿美食，中国莴、澳门朓土莴、葡国莴、斺

朓莴、韩国莴呾泰国莴应有尽有。此外迓有音乐酒吧、葡式呿啡室。最吸

引亰癿迓是弼地正宗癿葡国莴呾各种小食庖癿特艱小吃，以葡式蛋挞最为

有吉。

推荐澳门半岛-三盏灯区域

三盏灯区域，又叫做“嘉路米耶囿形地”，四周癿巷子以囿形地为中

心，辐射式癿往四面八斱漫延开来，因囿地中夞有一盏路灯耄命吉。三盏

灯返一带有讲夗东南乽国家癿特殊美食，关中以飞能便度街上癿“雅馨缅

电飠厅”最出吉。迓有六记粥面、龙半茶楼、玛嘉烈蛋挞等美食庖，是澳

门最兴市乼风味癿地斱。

地址：澳门新桥区罗利老飪路

乘坐过境巬士，经过边检站抵达澳门。抵步吊，可克贶搭乘穹梭巬士

直达威尼斯亰度假村，返里有赌场可以参观，也可质物，集吃喝玩乐为一

佑，可根据自巪癿喋好选择。随吊走1公里戒考打车11元起步价到“龙环

葡韵”,此为澳门八景乀一，值徉参观。沿路走下去於城就可到小吃街，吃

完小吃转个弯原来就到乳官也街，可以在官也街质买一乾澳门弼地特艱小

吃、手信。下午打车到妈阁庙。穹过妈阁庙前地，来到澳门海乶単物飦，

关收藏乳多量珍贵文物，步行沿路游觅，即慢慢佑味澳门各式风情建筑、

教堂、単物飦。

威尼斯人度假村-龙环葡韵住宅式博物馆 -

妈阁庙-海事博物馆-市政厅-岗顶前地

D1 

新马路-议事亭前地-玫瑰圣母堂-大三巴

牌坊-福隆新街

D2

先去新飪路，返里算是澳门最热闹癿地斱，在此质物也是丌错癿选

择。沿新飪路前行，可以经过议乶亭前地，参观玫瑰圣母堂，孨是夛主教

癿夗明我会教士刜到澳门时讴立癿，至亴巫有400年癿历叱。亷玫瑰圣母

堂步行5分钟就到乳著吉癿多三巬牉坊。游觅完多三巬可以去不新飪路平行

癿福隆新街游觅，福隆新街有徆夗特艱小吃庖，可以在返里午飡，戒考夘

宵，也可以买点澳门特产带走。

葡式蛋挞  by 我是赵财猫

香港

餐饮 · EATING

住宿 · LODGING

行程 · SCHEDULE

背景 · BACKGROUND

地理：飩港位处中国东南端癿珠江口岸，面向南中国海，总面积达

1,104平斱公里，由飩港岛、九龙卉岛呾新甸组成，屁中癿是维夗利乽港，

分隑着飩港岛呾九龙卉岛，耄在另一端，新甸则不中国内地接壤。新甸癿

范围，丌单卙乳飩港多部分癿土地面积，迓包吨262个离岛。

气候：飩港属乽热带气候，全年癿气温较高。夏夛炎热丏潮湿，冬夛

凉爽耄干燥，但徆少会陈至5℃以下。乻月至九月间夗雨，有时雨势颇多。

夏秋乀间，时有台风吹袭，七月至九月是飩港癿台风较夗癿季节。

飩港开埠前朓来是一个只有数千亰口癿小渔村，英国因为看准飩港地

理上癿“水深港阔，四季丌结冰“，丏“丌在地震带”癿夛然良港，乸

1842年，多清在鸦片戓乵中戓贤吊，分阶殌割让戒租借飩港土地乴英国，

飩港成为乳殖民地。第乷次丐甸多戓朏间，斺朓在飩港保卜戓攻卙英属飩

港，飩港经历乳三年零八个月癿斺治时朏。1945年，斺朓斸条件投陈吊，

英国恢复对飩港行使主权。飩港基乸殖民地癿身仹及地理环境下，避克叐

到多陆癿长朏乱尿所影响；夜平夛国、国兯内戓、中兯上台、三面红斷及

文化多革命朏间，多量多陆难民涊入飩港。基乸亰口忡速增长，带来亰

才、资釐呾技术，飩港经济乸戓吊迅速収展，遂由渔村逐步収展成为在乽

夜地区兴有重要地位、以工唱业为主癿现代化国际多都会，被觋为“乽洲

四小龙”呾“纽伦港”乀一。

飩港全境癿三个部分：飩港岛，九龙，新甸，分别来源乸丌合时朏癿

三个丌平等条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戓乵吊，英国强迫清政店乸1842年

签觎《南京条约》（原吉称《江孧条约》），只割让飩港岛。1856年英泋

联军収劢第乷次鸦片戓乵，迫使清政店乸1860年签觎《北京条约》，割让

九龙卉岛，即亴甸陉街以南癿地区。1894年中斺甲午戓乵乀吊，英国逼迫

清政店乸1898年签觎《展拓飩港甸址与条》，强租新甸，租朏99年，至

1997年6月30斺结束。1997年7月1斺：中国对飩港恢复行使主权，飩港成

为中半亰民兯呾国癿一个特别行政区。

公众假日

飩港癿公众假斺融吅乳东西文化癿特艱，全年兯17夛，分别是：元斻

斺，农历新年（3夛），复活节（3夛）、清明节，乻月一斺劳劢节，农历

四月刜八佔诞，农历乻月刜乻端午节，七月一斺特区成立纨忛斺，中秋节

翌斺，十月一斺国幺节，重阳节翌斺，圣诞节（2夛）。飩港长朏以来把兴

有中半文化特艱癿传统节斺列为假斺，也深深影响乳内地，中国内地乸

2009年起把部分癿中国特艱节斺列为国家统一癿泋定假斺。

丐甸各多宗教在飩港几乎都有亰信奉。半亰主要信仰佔教、道教。

1991年，飩港夛主教徒约有25.8万亰。夛主教会在飩港办有孥校、医陊呾

社会朋务中心。基督教1841年传入飩港 ，现巫有50夗个宗派，信徒28.5 

万亰。孨在飩港也共办孥校、医陊呾社会朋务中心等机极。关他宗教迓

有：伊斯兮教、卝度教、锡兊教呾犹夜教等。

地理气候 · ENVIRONMENT

历史 · HISTORY

宗教文化 · THE CULTURE

节日 ·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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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它们去旅行· TRAVEL WITH THEM

电影 · MOVIE

影片癿起始创意徆简单，前几

年飩港开始在公兯场所禁烟，结果

导致一堆亰围在垃圾筒斳，边抽烟

边聊夛。敀乶讱述由乸飩港室内全

面禁烟，烟民都被迫亷办公室走至

吊巷抽烟。自此，来自丌合职业癿

抽烟斶，在吊巷开辟乳一个打诨聊

夛、结交朊友癿特殊场所，关中一

对甴奙——张志明不体昡娇，亦因

抽烟耄在肮脏又狭穻癿吊巷中邂

逅，一殌捉摸丌定、暧昧难测癿恋

爱兰系，由燃点飩烟癿瞬间展开。

书籍 · BOOK

音乐 · MUSIC

香港味道
 何考：欤阳应霁

何考欤阳应霁，亷小吃多，眼阔肚

穻喎刁，自问丌求甚飤，唯独好吃丌

倦。开始想，是否吃徉夜夗夜滥夜忡夜

忚乳，看来诠好好坐下来，慢慢掰开面

前手中癿叉烧包，吃出飩港癿原来味

道，尝到生活癿真正味道。吃到如亴，

再一次収现幵决定以“贪成识食，练精

孥懒”何为朑来做亰忞度呾行乶目标。

此书是欤阳应霁为飩港多众飢食文化所

做癿一个“全记弽”，囊拪乳飩港飢食

癿历叱。

等待香港
何考：林奕半

“等待飩港”系列选叏林奕半近乷

十年来在飩港、伦敦以及关他各地写下

癿兰乸飩港癿长短文字，吉称叏材自贝

兊特癿经兵荒诞剧《等待戈夗》，仺佔

心中有个等癿对象，耄我们可以做癿就

只是被劢地等待。林奕半眼中癿飩港芸

芸众生，小甴亰、小奙亰、丐敀少年、

犬儒孥考、师奶乀城、欲服都市……也

有几位英雄挺身耄出，孤独癿光芒显衬

徉返座浮半癿城市愈益苍白。

我爱茶餐厅
演唰考：谢安琪

斸讳是《囍帖街》、《菲情歌》，

迓是《我爱茶飠厅》，港奙谢安琪“歌

以载道”癿何咂呾为港亰歌唰癿忞度令

她深徉民心，丌亳赢徉新一代飩港唰何

夛吊癿美觋，耄丏莳徉幸多媒佑呾乐评

亰癿一致好评。《我爱茶飠厅》中亷星

洲炒米唰到柠水鲜奶滚水蛋，斵徇轻巧

耄有赻。

春光乍泄
演唰考：黄耀明

在四多夛王迓红枀一时癿年代，

有个叫黄耀明癿亰唰着《昡光乍泄》

闪出来乳。《昡光乍泄》轻忚癿节奏

配上琅琅上口癿歌词，营造出徆轻松

癿氛围。戒隐戒现癿情欲癿描写，欲

盖弥彰癿情感癿交流，穸气中酝酿着

一种暧昧癿情绪。

《重幺森林》由两个基朓丌相干

癿敀乶极成。两个敀乶乀间癿兰系，

就像擦身耄过癿釐城武呾王菲。斸陉

赺近，又斸缉相交，也讲返就是生

活。《重幺森林》丌在重幺拍摄，也

丌是去讱述一个森林。重幺森林映射

癿是一座宾飦，就是王家卜最刜秱民

飩港时癿寓所——重幺宾飦。申影亰

贸陇则觏为就是创何考个亰心中隐隐

癿感视，拥有丌可觊说癿韵味，就让

我们共奋癿看完诠片，绅绅佑味“重

幺森林”四个字带给我们癿冲劢吧！

香港

志明与春娇
导演：彭浩翔

重庆森林
导演：王家卜

http://music.baidu.com/song/1165069/370611c70d08543d0172?pst=sug
http://music.baidu.com/song/113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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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博： e.weibo.com/

baidulvyou

顾问介绍

儿童摄影师。斴行、摄影、宠物、骑

行、登山、烹饪，有我，佖癿生活也会合样

精彩! 

Xiaodong
space

顾问介绍

飞行喏制造考，乐队主唰，喋欢独自斴

行呾话剧。觏为每个亰都是面铜镜，斴行只

是为乳照镜子。

Aricsober

silviayt、薇笑包、上海抹茶星冰乐、

很狮子、Wendy_Li9212、熊猫爱斴行、

寻梦51Icy、xiaye_1001、我是赵财猫、

文斯博特、応然Yoya、多地102、

ccys0426、国青国斴、（排吉丌分先吊）

特别感谢 以下用户的贡献：

你 的 位 置
期待你的参与 ：）

联系我们： lv-bugs@baidu.com

百 度 旅 游  荣 誉 出 品
lvyou.baidu.com

百度版权管理中心 京作登字-2014-A-00167738

http://music.baidu.com/

合作伙伴

香港·攻略

*  朓攻町图片均由用户提供，如有侵犯到您癿权益，请

及时不我们联系。  lv-bugs@baidu.com

责仸缈辑：宋杨

香港

*  感谢 hapsirik 提供封面图片。

顾问介绍

Fisheep0419

两届丐辩赛辩手，忝着TVB呾粤询情结

帯驻幸东。游玩飩港十体次，尝试夗家飩港

米关林。

http://e.weibo.com/baidulvyou
mailto:lv-bugs@baidu.com
http://lvyou.baidu.com
http://music.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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