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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 5月 23日                                  總頁數 5 

 

「香港龍舟嘉年華」規模更大    場地面積較去年增五成 

歷來最多國際隊伍及健兒參賽    十四輛美食車首次齊集呈獻美食 

 
傳媒可於旅發局網站下載新聞稿、相關相片及資料  

 FTP 至 2017年 6月 30日 : ftp://2017HKDBC-b:445566@ftpsvr01.hktb.com 

 新聞稿 http://partnernet.hktb.com/tc/about_hktb/news/press_releases/index.html 

 

由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主辦、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龍總 合辦的「香

港龍舟嘉年華」 將於今年 6月 2日至 4日於維多利亞港 維港 及中環海濱舉

行 包含「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及「生力啤酒節」兩大主要活動。

今屆「香港龍舟嘉年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之一 規模

將更勝往年 場地面積較去年增加五成 並加入多項全新競賽項目 至於參與的

國際龍舟隊伍和總健兒數目更是歷年之最。嘉年華亦會加入不少地道元素 至於

14 輛美食車則會初次同場呈獻本地美食 為公眾送上一個歡樂的龍舟派對。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示 「今年的比賽雲集歷來最多的國際龍舟隊伍

和健兒 更加突顯活動的國際性特色。我們亦在場地佈置和活動編排上 加入不

少具本地特色的新元素 希望為旅客帶來更豐富的體驗。而為配合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周年 今年的龍舟邀請賽更特設全新競賽項目『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年建行 (亞洲)紀念盃』 廣邀全港十八區派出龍舟隊參加 爭奪殊榮。旅發

局衷心感謝政府各有關部門 及一眾贊助與支持機構 尤其是中國建設銀行 亞

洲 和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連續多年的鼎力支持 並配合推出多項精采活動

令嘉年華更添吸引力。」 

 

龍總會長馬兆榮醫生表示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是世界上歷史最悠

久的現代龍舟比賽 每年吸引不少海內外的強隊參加。今屆邀請賽將有來自 12

個國家和地區的龍舟隊伍 合共逾 5,000位健兒雲集維港 競逐 27項錦標 相信

將會於維港海面掀起連場激戰。龍總一直致力將龍舟運動普及化 期望將龍舟打

造成為一項全民運動 今屆邀請賽繼續獲得各參賽隊伍的踴躍支持 相信這對於

推動龍舟運動 以及龍舟文化的傳承 能夠產生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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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再度由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冠名贊助 並獲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認可為「M」品牌活動。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常務副行長郭珮芳女士表示 「今年是我行連續五年冠名贊助『建行(亞

洲)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這項國際知名的盛事活動 有關活動同時是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 20周年慶祝活動之一 我行特别冠名贊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

年建行 (亞洲)紀念盃』 以示慶賀。此外 今年我行除了繼續展示由香港展能藝

術會旗下藝術家設計的龍舟藝術品 以及舉辦 Row for Charity慈善活動外 為加

大慈善的力度亦增設『慈善祈願區』 為香港展能藝術會籌款。最後 我謹代表

建行(亞洲) 衷心感謝香港旅遊發展局同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籌辦『建行(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並預祝各位健兒再創佳績 令整個賽事活動的氣氛更加

精彩熱烈。」 

 

「香港龍舟嘉年華」是一個集競賽、美食、慈善和娛樂元素的歡樂派對 適

合一家大細參與。亮點項目包括  

 

 國際性及創意兼備的龍舟盛事  

- 集 12國家及地區逾 5,000名健兒參與賽事 包括 116支來自香港 及 48 支

來自內地及海外的國際隊伍 當中健兒及國際隊伍的數目均是歷屆之最   

- 特設「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年建行 亞洲 紀念盃」 首次雲集全港

18 區龍舟隊伍參加  

- 6月 4日增辦「Red Bull Dragon Roar」特別賽事 隊伍以障礙賽方式 在

維港一決高下 同日也會上演「扮嘢大賽」 參賽健兒以特色造型於海上

激戰。 

 

 14輛美食車首次同場 

- 14輛美食車首次聚首 攜手呈獻地道特色美食 並與生力啤推出期間限定

優惠 於參與的美食車單一消費滿 60元 即可享啤酒買一送一。 

 

 充滿本地特色 

- 場內展出建行 亞洲 委託本地展能藝術家創作的特色龍舟和巨型龍舟槳

擺設 及由本地藝術團體操刀的巨型龍舟塗鴉牆  

- 「生力啤酒節」特設特色拍攝區 重現往昔香港街角情懷 歡迎公眾留影

同場更有本地人氣組合、歌手及 DJ輪流登場 帶動派對氣氛  

- 場內設有多個本地手作及遊戲攤位 適合一家大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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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支持慈善活動 

- 公眾可參與建行 亞洲 舉辦的「陸上龍舟慈善活動」 建行 亞洲 將

按參加者完成的划行總里數支付費用予香港展能藝術會 供大眾體驗在陸

地上划龍舟的樂趣之餘 亦可幫助展能藝術家。 

- 公眾亦可捐款港幣 20元或以上購買特製的龍舟形狀祈願牌 並把寫上祝福

的祈願牌掛在慈善祈願區內的祈願架上 所有捐款將全數捐贈予香港展能

藝術會。 

 

「香港龍舟嘉年華」為一項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認可活動。為

了分享回歸二十周年的喜悅 特區政府以「同心創前路 掌握新機遇」為主題

與不同界別攜手舉辦一連串豐富、精彩的慶祝活動。有關二十周年的項目及活動

詳情 請瀏覽 www.hksar20.gov.hk/chi/。 

 

關於「香港龍舟嘉年華」 

日期 6月 2至 4日 星期五至日  

主要項目及 

時間 

 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6月 2日 星期五  中午 12時至下午 5時 30分 

6月 3及 4日 星期六及日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 
 

 生力啤酒節 

6月 2日 星期五 下午 1時至晚上 10時 

6月 3及 4日 星期六及日  上午 10時至晚上 10時 
 

 美食車盛會 

6月 2日 星期五 下午 4時至晚上 10時 

6月 3日至 4日 星期六及日  下午 1時至晚上 10時 

地點 中環海濱 觀眾席設於 10號碼頭附近  

入場費用 免費 

活動詳情 www.DiscoverHongKong.com/DragonBoa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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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1 

 

（左起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常務副行長郭珮芳女士、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

龍總會長馬兆榮醫生及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總品牌經理陳新業先生一同主

持啟動儀式。 

 

圖片說明 2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博士(前排左四)、龍總會長 馬兆榮醫生(前排右四)、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 常務副行長郭珮芳女士(前排左三)、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總品牌

經理陳新業先生(前排右三)、旅發局總幹事劉鎮漢先生(前排左二) 聯同「香港龍

舟嘉年華」的支持及贊助機構代表 和龍舟健兒合照。 

 

圖片說明 3 - 5 

 
中國建設銀行 亞洲 委託展能藝術家設計別具特色的龍舟及巨型龍舟槳擺設

將於嘉年華內展出。現場並特設祈願區 公眾即場捐款予香港展能藝術會 即可

把寫上祝福的祈願板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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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6  

 

三名龍舟健兒率先於記者會上分享備戰心得。 

 

圖片說明 7  

 

今屆「建行 亞洲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雲集 12 個國家及地區的龍舟強隊

合共超過 5,000名健兒參與 於維港競逐 27項錦標。 

 

– 完 – 

傳媒如有查詢 請聯絡  

香港媒體 

張岳弢小姐 

電話 2807 6363 

傳真 2503 6363 

電郵 chanda.cheung@hktb.com 

內地及海外媒體 

蘇玉立小姐 

電話 2807 6540 

傳真 2503 6261 

電郵 vanessa.so@hktb.com 

非辦公時間 香港傳媒請致電 8200 7860 內地及海外傳媒請致電 8100 8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