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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許願節香港許願節香港許願節香港許願節 2012 (盛事基金支持活動盛事基金支持活動盛事基金支持活動盛事基金支持活動) 

2012年 1月 23日至 2月 6日 

 

將於著名傳統村落大埔林村舉行的香港許願節 是一項具本土特色的傳統節慶活動 今年是

第二次舉行。旅客可於農曆新年期間 與香港巿民一起在村內的許願樹前拋寶牒許願 放蓮

花燈祈福及品嘗道地美食等 盡情體驗香港本土村落的傳統習俗和新春氣氛。  

      

節節節節日日日日活動活動活動活動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1. 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迎迎迎迎元宵元宵元宵元宵 (2012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 

特別邀請韶關民族歌舞團表演歌舞 現場並設傳统圍村盤菜宴供旅客及市民享用。 

 

“盤菜宴盤菜宴盤菜宴盤菜宴”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盤菜宴”將於 2012年 1月 23日 – 2月 6日新春期間舉辦 每日 3節(星期六及星期日

每日 4節) 詳情如下。 

 

旅行社特別折扣優惠旅行社特別折扣優惠旅行社特別折扣優惠旅行社特別折扣優惠 

 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韶關歌舞盤菜迎迎迎迎元宵元宵元宵元宵 “盤菜宴盤菜宴盤菜宴盤菜宴”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2年 2月 5日 
2012年 1月 23–26日 

(初一至初四) 

2012年 1月 27日–2

月 6日 

(初五至初十五)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下午 5時至晚上 9時 

• 上午 11時至下午 1時 

• 下午 1時至下午 3時 

• 下午 3時至下午 5時 

• 下午 5時至晚上 7時 (只在星期六及星期

日設此額外時段 亦不適用於 2月 5日晚

上的「韶關歌舞盤菜迎元宵」時段) 

原價原價原價原價 每席 HK$1,200 (供 10人用) 

旅行社特惠價旅行社特惠價旅行社特惠價旅行社特惠價 每席 HK$1,180  每席 HK$1,180  每席 HK$930 

其他優惠其他優惠其他優惠其他優惠          /          

預訂10席可享有第11

席免費 

(預訂之 10席可來自

不同日期及時間) 

預訂 5席可享有第 6

席免費 

(預訂之 5席可來自不

同日期及時間)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 
預訂: 2012年 1月 10日 (星期二) 

付款: 2012年 1月 16日 (星期一) 

查詢詳情查詢詳情查詢詳情查詢詳情 

及訂票及訂票及訂票及訂票  

陳小姐 

林村許願廣場發展有限公司 

(電話 9126 0973 / 2638 8026 / 電郵 ltws2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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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 團體訂座最少 10人。 

• 年初一(2012年 1月 23日)只提供齋盤菜宴。 

• 須於截止日期前預訂及繳款。團體未經預訂欲即場入座或可獲安

排 視乎情況而定。 

• 旅行社於截止日期後欲預訂盤菜宴 請致電主辦單位查詢。 

• 已預訂盤菜宴的團體請於預訂時段的 30分鐘前到達會場 如有任

何問題 請致電 2638 8026聯絡主辦單位。 

• 優惠或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 詳情請向主辦單位查詢。 

 

2. 群龍許願共群龍許願共群龍許願共群龍許願共創健力士創健力士創健力士創健力士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時時時時) 

大會將邀請一千位生肖屬龍的人士 於年初一下午齊集林村許願樹下 為世界和平及自

己的夢想一齊許願 此活動務求締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用全免 參加者可獲主辦單位頒發證書。參加者請預先報名 (註 1) 並於當日下

午 12:30到達現場向主辦單位報到。 

 

3.   國際花車匯聚迎金龍國際花車匯聚迎金龍國際花車匯聚迎金龍國際花車匯聚迎金龍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4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於林村許願廣場展出参與大年初一晚新春花車巡遊之花車 讓旅客可近距離欣賞華麗的

花車及拍照。1月 24及 25日更有參與花車巡遊的海外隊伍親臨表演(表演時間待定)。 

  

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 

 

4. 萬家點燈賀添丁萬家點燈賀添丁萬家點燈賀添丁萬家點燈賀添丁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原居民於新春期間都有點燈寓意添丁之習俗 家中有新成員出生的旅客及巿民可參與這

個傳統的點燈儀式 體驗新界傳統。 

 

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  

• HK$1,380 (「萬家點燈賀添丁」套餐包括儀式、花燈、一套祭品及舞麒麟表演。

花燈將寫有初生嬰孩名字並會於許願節期間掛於特別搭建的竹棚上 參加者亦可

於祭祀完畢後把花燈帶回家。) 

• HK$2,180 (特於大年初一設「萬家點燈賀添丁」齋宴套餐 套餐費用包括以上項

目及 10人齋盤菜宴。) 

• 須經電話或網站提前登記 (註 1) 

 

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其他活動 

 

5. 林村傳統拋寶牒林村傳統拋寶牒林村傳統拋寶牒林村傳統拋寶牒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按傳统習俗 市民先把願望寫在寶牒上面 然後將寶牒繫上環保桔 誠心許願 再將寶

牒拋上許願樹之樹幹。傳說若寶牒沒有從樹上掉下來 即代表其願望可成真。 

 

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 每份寶牒 HK$20 (可於現場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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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祈福蓮花燈祈福蓮花燈祈福蓮花燈祈福蓮花燈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流放許願燈是另一項傳統祈福活動。市民將許願燈放在許願池裡隨水運轉 祈求來年事

事如意。 

 

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 每個花燈 HK$38 (可於現場購買)   

 

7.  美食美食美食美食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嘉年華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旅客及市民可在美食嘉年華裡品嘗到香港民間各款特色小吃、大埔漁村秘製的海產小

吃 以及多款傳統的客家食品。 

 

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 

 

8.  長者自耕天光墟長者自耕天光墟長者自耕天光墟長者自耕天光墟 (2012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日日日 – 2月月月月 6日日日日) (逢星期六及日逢星期六及日逢星期六及日逢星期六及日) 

許願節期間 鄉村長者自家種植的農產品 於每個星期六及日在林村許願廣場售賣。 

 

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入場費用全免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林村許願廣場發展有限公司 

 電話: 2638 8026 

 電郵: ltws2009@gmail.com 

 網站: www.lamtsuen.com  

 

註註註註 1: 請於大會活動網站(www.lamtsuen.com)查閱預先登記參與本活動的方法。有關資料將

於 12月中旬陸續上載於網站上。 

 

除特別註明外 所有活動的開放時間如下: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時至晚上 7時 

•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9時至晚上 10時 

 

主辦機構或會更改節目安排 請瀏覽大會網站 www.lamtsuen.com查閱最新活動詳情或致電

2638 8026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