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及六
：約4小時
：2至10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452）
：hongkong.ecotravel.hk
：鍾先生
：enquiry@ecotravel.hk 
：（852）3105 0767
：（852）2573 2628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20年

大埔民生在地行
大埔的歷史奇聞、文化故事多不勝數，還有滿佈大街小巷的馳名美食。

這個觀光團將帶旅客深入古蹟地標，玩轉衣食住行，貫通老城區古今精

彩面貌，探索可持續未來，在香港這個大都會中來一趟非一般的懷舊

文化行。

觀光團特色

‧ 在早於1893年已開業的人氣墟市尋找心頭好

‧ 探索知名法定古蹟，細聽老城典故

‧ 登上與實物大小相同的電氣化火車車廂模型，認識鐵路歷史

‧ 到訪一級歷史建築舊大埔警署，了解活化建築與可持續生活模式

‧ 一嚐道地街頭小吃如混醬腸粉和豆腐花，體驗真香港
風味

行程

參觀多個著名歷史古蹟和地標，包括大埔墟、
文武廟、廣福橋、鐵路博物館及舊大埔警署，
最後品嚐著名道地小吃。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及六下午
：約4小時
：4至20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好好過生活導賞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64）
： www.hohogo.com.hk
： 何小姐
：ling@hohogo.com.hk
：（852）3583 1184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20年

海邊故事：沿海古蹟之旅
一起登上傳統大頭艇出海尋幽探秘，認識香港大都會昔日的漁鄉傳奇和

造船故事！在老船廠第三代掌舵人帶領下，旅客將走進船廠重地探秘，

並遊覽香港海岸，展開觀光與美食兼而有之的海陸旅程。

觀光團特色

‧ 走訪海鮮市場，感受老香港漁鄉的魅力

‧ 乘坐傳統大頭艇，沿海欣賞鯉魚門的醉人風景

‧ 獨家遊覽老字號船廠，探秘香港造船業

‧ 深入戰時軍事重地，參觀三幢法定古蹟，回顧二戰歷史

‧ 在歷史建築享受悠閒，品嚐特色茶點

1. 參觀譚公廟及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

2. 登上大頭艇，遊覽鯉魚門及參觀三興和船廠

3. 前往鯉魚門公園，探索舊鯉魚門軍營

4. 於由遺跡改建而成的咖啡閣享用茶點

5. 最後於筲箕灣東大街解散

行程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下午
：大約6小時
：最少6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天運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2972）
：www.rainbowtour.com.hk
：白小姐
：cs@rainbowtour.com.hk
：（852）2982 8111
：（852）2982 8118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20年

星級南丫島之旅─尋找發哥的「童」話
南丫島有三大聞名之處：沙灘、海鮮，還有國際影星周潤發！在這個

觀光團中，旅客將穿梭島上各處風光，走過水清沙幼，嚐遍鮮甜香口，

沿途尋找巨星的兒時風采，細聽發哥小時候的趣聞故事，同時體驗南

丫島純樸而好客的情懷。

觀光團特色

‧ 尋訪周潤發童年足跡，細聽巨星鮮為人知的成長點滴

‧ 走進當地民居，動手學習製作雞屎藤茶果

‧ 享受南丫島海鮮晚餐，一嚐星級鮮味

1. 乘坐渡輪前往榕樹灣

2. 尋訪周潤發小學母校

3. 途經巨星小時候游泳的洪聖爺灣

4. 遠足至索罟灣，並於當地家庭參加道地小吃工作坊

5. 在發哥最愛食店之一享用海鮮晚餐

6. 回程期間在船上觀賞「幻彩詠香江」

行程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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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鴨靈號全體驗
一次旅程，多重體驗，寓教於樂全面享受！觀光團行程不單包括多個

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教學坊與博物館參觀，旅客

更可以揚帆出海，乘搭古色古香的中式帆船暢遊維港，投入一段精彩

的親子學習遊。

觀光團特色

‧ 搭乘古董中式帆船遊覽維港，欣賞香港迷人風光

‧ 透過儲水箱（科學）、風向標（技術）、鴨靈號建築（工程）、結和網（藝術）
和滑輪系統（數學）等STEAM教學坊課程，了解船舶日常航行運作所應用
到的科學方法

‧ 細說海事歷史，了解香港航海業在本地、亞洲，以至
全世界的發展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天天出發
：約3小時
：4至30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恆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1891）
：www.hstvl.com
：梁志恆先生
：tour@hstvl.com
：（852）3759 7081
：（852）2369 9690 / 3427 9985

行程

參觀香港海事博物館，之後登上鴨靈號，參加船上的
STEAM教學坊及欣賞維港兩岸的迷人風景。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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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遊大灣區6天研學營─
帶著問題去探索
以香港為中心輕鬆優遊大灣區！在六天的旅程中，旅客將踏遍香港、

珠海與深圳，縱橫區內最尖端的科學與娛樂熱點，拆解文化與科研，

展開好玩又充實的深度遊，親身感受大灣區的迅速發展。

‧ 穿梭古今，乘搭歷史悠久的交通工具遊覽香港，再乘坐最新高鐵往來其他城市

‧ 深入昂坪360纜車操作中心重地，再悠遊於傳統棚屋之間，欣賞漁村風光

‧ 近距離接觸大灣區內首屈一指的基建項目，包括港珠澳大橋

‧ 走訪珠海，一睹區內最新文化創意樞紐

‧ 遊覽深圳，探索內地首座大型核電站

觀光團特色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語言

：逢星期日
：6日5夜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East and West Travel Limited
 （牌照號碼：354344）
： www.cjnet.com.cn
：Olivia Leung女士
： education@mice2china.com
：（852）6927 6551
：（852）3618 4834

第一天 香港

參觀香港太空館

第二天 香港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遊覽香港，由中環（包括參觀大館）
到北角，之後前往旺角及深水埗，最後在流浮山欣賞日落

第三天 香港至珠海

參加昂坪360活動教室，並參觀昂坪污水處理廠及到大澳
漁村觀光，再經港珠澳大橋前往珠海

第四天 珠海至深圳

遊覽橫琴創新方，於國家地理探險家中心體驗親子互動
教育

第五天 深圳

參觀大亞灣核電站，了解核能發電及核電站的日常操作

第六天 深圳至香港

乘搭高鐵返回香港

行程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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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澳小島漫遊
一起走出繁華都市，投入好山好水好景色。香港這個大都會隱藏著不少

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在這個觀光團中，旅客將登船出海，尋找奇山異石、

自然奇觀，了解香港昔日漁港歷史，展開洗滌身心的旅程。

觀光團特色

‧ 展開兩小時的遊船之旅，尋找香港古老的岩石與火紅海岸

‧ 優遊遠足樂，一步一留影，踏足拍攝自然美景的最佳地點

‧ 認識風土人情，發掘老香港漁村與客家村民的有趣故事

‧ 探索天后娘娘的神話傳說，了解漁民傳統信仰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六及日上午
：約8小時
：2至10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452）
：hongkong.ecotravel.hk
： 鍾先生
：enquiry@ecotravel.hk
：（852）3105 0767
：（852）2573 2628

1. 乘坐渡輪從馬料水到吉澳，沿途經過吐露港和
印洲塘

2. 遊覽吉澳，參觀天后廟，並享用客家傳統小吃

3. 乘坐渡輪返回馬料水碼頭

行程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二及五，下午2:00
：約5小時
：最少4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捷成假期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84）
：www.inbound.jebsenholidays.com
： 陳先生
：reservation.ta@jebsenholidays.com
：（852）3180 6770
：（852）2366 2690 / 2366 2629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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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來運到有妙法
中國傳統信仰認為萬物有靈，神明無處不在。這個觀光團將帶旅客體驗

香港求神問卜的習俗，了解本地人如何從一枝籤、一塊玉石、一盆植物

沾得好運，又如何從命理角度演繹命運在我手。

觀光團特色

‧ 學習如何像本地人一樣入廟拜神，求神庇佑

‧ 體驗傳統求籤與看手相習俗，認識本地文化

‧ 選購玉器與盆栽，了解各種招財納福的風水傳說

行程

參觀玉器市場，之後前往車公廟和黃大仙祠祈求
好運，再到花墟和廟街體驗本地信仰習俗。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及六，上午9:30
：約3小時
：最少4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捷成假期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84）
：www.inbound.jebsenholidays.com
： 陳先生
：reservation.ta@jebsenholidays.com
：（852）3180 6770
：（852）2366 2690 / 2366 2629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20年

大城小角─北角
北角是香港其中一個最早發展的地區，亦是早年內地移民的聚居地，擁有

獨特的飲食及娛樂文化。本觀光團將帶領旅客遊走這個充滿本土特色

的小區，於琳瑯滿目的市場小店中，尋找各種傳統技藝和街頭珍味，

體驗不一樣的都會人、情、味。

觀光團特色

‧ 乘搭擁有逾百年歷史的交通工具，展開懷舊之旅

‧ 遊覽道地街市，在熱鬧的攤檔間感受社區活力

‧ 探索傳統手工藝，見證大師匠心

‧ 參觀屹立近半世紀的粵劇殿堂，領略本土藝術風采

‧ 在街頭尋找隱世珍味，一嚐米芝蓮星級小吃

行程

1. 乘坐電車從銅鑼灣前往北角

2. 遊覽春秧街街市

3. 參觀傳統繡花鞋店

4. 品嚐米芝蓮星級生煎包和雞蛋仔

5. 漫遊英皇道到新光劇院和一間中式百貨公司參觀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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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劇文化舊區一天遊
從華麗的服飾化妝，自成一格的唱功，到細緻的造手身段，粵劇總有

引人入勝的魅力。透過這個觀光團，旅客將有機會深入中國戲曲聖地，

並可參觀其他工藝小店，親自製作獨一無二的紀念品，了解粵劇與旗袍

等懷舊文化藝術的歷史。

觀光團特色

‧ 一次過遊覽香港兩大粵劇殿堂，包括全新戲曲文化地標

‧ 動手製作中式藝術紀念品，同時細聽旗袍文化故事

‧ 漫遊老街，探索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公共屋邨，了解老香江點滴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下午2:00
：約6小時
：最少6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星程旅遊（香港）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4187）
： 翁淇俊先生
：bennyyung@heatravel.com.hk
：（852）3628 3880 / 3990 2209
：（852）3628 3887

行程

1. 參觀美荷樓生活館和鴨寮街

2. 漫遊深水埗

3. 於旗袍店參加書籤工作坊

4. 參觀高山戲劇教育中心

5. 享用海鮮晚餐

6. 參觀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一、三、五及六上午
：約5小時
：最少2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錦倫旅運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1803）
： www.grayline.com.hk
：Ronald Wu先生
： ronald.wu@grayline.com.hk
：（852）2207 7225
：（852）2850 5944

資料截至2020年3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20年

香港生活文化行
跟隨本地人的步伐，乘搭三種傳統交通工具，體驗道地香港生活文化。

行程中，旅客將可漫遊城中文化熱點，穿梭老街與市場，參觀歷史建築與

博物館，迷醉於香港獨有的文化魅力中。

觀光團特色

‧ 乘搭三種公共交通工具，以本地人的方式遊走城市

‧ 漫步香港老街，探索大都會背後的歷史傳奇

‧ 登上渡輪和60公尺高摩天輪，欣賞維港美景

‧ 在三級歷史建築內，品嚐正宗港式豪華下午茶

行程

1. 乘坐天星小輪由尖沙咀出發前往中環，之後登上
香港摩天輪

2. 乘搭人力車觀光巴士前往大館

3. 登上電車前往灣仔

4. 漫步太原街街市和利東街

5. 於奇華旗艦店品嚐獨家提供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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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成長記─
一城幾味【港】故事5天學習營

香港摩天大廈林立，但在石屎森林之中，其實隱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

秘密寶藏。透過這個五日四夜的學習營，同學將發揮如記者一樣的求真

精神，深入港九各區，踏遍隱世地標名勝，尋找香港獨有的歷史與藝術

氣質，發掘這個金融大都會的文化面貌。

觀光團特色

‧ 踏上文青之路，走進歷史建築，訪尋文藝佳作

‧ 鳥瞰香港景色，穿梭城中地標古蹟

‧ 透過互動體驗認識香港主要產業

‧ 迷失老城區，細味香港生活的魅力與活力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語言

：逢星期一
：5日4夜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East and West Travel Limited
 （牌照號碼：354344）
： www.cjnet.com.cn
：Olivia Leung女士
： education@mice2china.com
：（852）6927 6551
：（852）3618 4834

第一天

參觀天際100香港觀景台及金紫荊廣場

第二天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南豐紗廠及九龍寨城公園

第三天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遊覽香港，由中環（包括參觀大館）
到北角，之後前往旺角及深水埗

第四天

參加香港鳳凰衛視總部及金管局資訊中心的導覽團

第五天

遊覽啟德郵輪碼頭及民航處航空教育徑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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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漁民樂
這裡是礦山石場、漁鄉小鎮，還是文創小區？坐上懷舊小輪，一起回到

上世紀中期的香港，在摩登都市與古樸漁村交錯的風光中，展開驚喜滿

載的動感旅程，發現不一樣的城市風貌。

觀光團特色

‧ 參觀全港唯一以中英殖民地風格設計的渡輪碼頭，尋找打卡熱點

‧ 享受遊船樂，從小輪上的塗鴉一窺香港漁村歷史

‧ 訪尋舊日礦場漁村，再在大熱海鮮美食區大快朵頤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天天出發，下午
：大約5小時
：最少2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懷舊小輪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4322）
： www.coralseaferryservice.com.hk
：陳小姐
： marketing@coralseaferryservice.com.hk
：（852）2368 8885

行程

1. 乘坐珊瑚海渡輪從西灣河前往三家村碼頭

2. 遊覽鯉魚門

3. 參觀天后廟及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

4. 享用當地小吃和海鮮晚餐

5. 乘坐渡輪返回西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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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環文化尋寶之旅
在購物天堂香港，令人眼花繚亂的豈只名店服飾、奢華商品？街巷拐角

的小店老舖，同樣是不可不逛的尋寶熱點，旅客沿途還可以探索香港

生活文化，發掘不少19世紀以至戰後的小城起飛故事。

觀光團特色

‧ 閒逛舊區街頭士多與家庭式經營小店，尋覓道地手信

‧ 漫步孫中山先生走過的革命之路，細聽當年點滴

‧ 走進活化古蹟建築，感受文藝氣息

‧ 漫遊10家特色小店，如古董懷舊小店、舊式雜貨舖、咖啡店等，
體驗中西區的獨特文化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二及六下午
：約2小時
：4至20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好好過生活導賞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64）
： www.hohogo.com.hk
：何小姐
： ling@hohogo.com.hk
：（852）3583 1184

行程

1. 於上環港鐵站集合

2. 步行穿過嘉咸街街市，再漫步結志街

3. 參觀元創方、必列者士街的基督教青年會、永利街
和香港新聞博覽館

4. 走訪10家特色小店

5. 於上環港鐵站解散



第一天　西貢至赤徑（約22.8公里）

於西貢市中心集合，乘坐公共巴士到麥理浩徑起點，
經萬宜水庫、浪茄灣、西灣沙灘和大浪灣，遠足至赤徑

第二天　赤徑至馬鞍山（約20公里）

繼續沿麥理浩徑由西貢遠足至馬鞍山，途經參觀榕樹澳
客家鄉村。晚上住宿恩青營（鞍山探索館）

第三天　馬鞍山至大尾篤（約35公里）

騎單車由馬鞍山出發，經沙田和大埔到大尾篤，途中參加
DIY工作坊。於船灣淡水湖大尾篤水壩結束行程，並享用
盆菜宴

觀光團詳情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3日2夜
：15至20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香港飛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4189）
： www.hongkongfreetours.com
：曾先生
：info@hongkongfreetours.com
：（852）9444 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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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遊郊野（香港）
近年興起「公益旅行」，意思就是邊旅遊邊做義工，令旅程變得更美麗和

有意義。在這個三日兩夜的旅程中，旅客將透過健康好玩的遠足與單車

方式，探索香港自然風光，並在沿途清潔郊區，收集廢棄物料，製作獨一

無二的紀念品。

觀光團特色

‧ 踏上國家地理頻道評選的「全球20大夢想行山徑」之一，欣賞西貢東岸如畫風景

‧ 細看全港最大養魚場，體驗道地客家文化

‧ 遊覽新界各處，參觀古廟和圍村

‧ 住宿由歷史悠久的鐵礦村活化而成的營舍，細聽香港採礦業歷史的
人文風物故事

‧ 自製專屬旅程紀念品，學習以沿途收集的廢棄物料升級再造

備註
觀光團於每年九月至翌年三月舉辦，詳情請聯絡旅行社。

行程



行程

觀光團特色

1. 由利東港鐵站出發

2. 漫步鴨脷洲大街，參觀洪聖古廟

3. 乘船遊覽香港仔避風塘及深海養魚圈

4. 參觀南丫島漁民文化村

5. 在南丫天虹海鮮酒家享用風味午餐

6. 登船返回鴨脷洲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五，上午10:00
：約4.5小時
：最少2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天運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2972）
：www.rainbowtour.com.hk 
： Carol Pak女士
：ac@lammarainbow.com  
：（852）2982 8111
：（852）2982 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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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漁樂文化遊
香港雖然由一個小漁港發展至現今名聞國際的現代大都會，但其實還有

不少漁村繼續傳承著漁港文化。其中在鴨脷洲和南丫島上，不少漁民仍然

堅守傳統養魚業，他們樂於與旅客分享他們引以為傲的祖傳技藝，

娓娓道來各種日常生活趣聞，與您分享漁村獨有的風味美食。

‧ 到訪一級歷史建築洪聖古廟，了解鴨脷洲漁民與海神「洪聖」的淵源

‧ 認識節慶龍舟與傳統賣魚鮮艇的結構和歷史

‧ 坐船遊覽香港仔避風塘並深入魚市場，認識漁船種類，拆解漁民的工作流程，以及一睹香港
唯一優質圓形深海養魚圈，近距離觀賞漁民餵魚示範

‧ 於南丫島參觀香港唯一海上展覽區，認識傳統養魚排運作，試穿
漁民裝備體驗漁夫生活

‧ 品嚐南丫島漁民傳統午餐「九大碗」



行程

1. 於尖沙咀區的指定酒店出發

2. 遊覽萬宜水庫東壩

3. 回到西貢碼頭享用午饍

4. 前往火山探知館

5. 乘船往橋咀洲

6. 結束行程，返回酒店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上午8:30 
：約7.5小時
：最少2人
：日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港旅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092）
：黎樂文先生
：lok@creativechinaht.com 
：（852）3578 8388 / 2736 0363
：（852）2736 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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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景點一日遊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香港這個小城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從奇山異石，

到有如畫家筆下描繪的優美海岸，明媚的自然景色總令人目不暇給。

這個觀光團將帶大家深入香港的「後花園」，探索隱藏在鬧市背後一

幅幅令人驚歎的美景。

觀光團特色

‧ 到訪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與火山探知館，認識香港多變地貌

‧ 觀賞橋咀洲上不同種類的火成岩，飽覽香港獨特的地質面貌

‧ 於萬宜水庫東壩近距離欣賞世界級的六角形岩柱群，細看多種奇特的地質構造



行程

1. 由黃大仙港鐵站集合出發前往嗇色園黃大仙祠

2. 乘坐港鐵到中環皇后像廣場

3. 乘搭電車前往銅鑼灣鵝頸橋

4. 步行至跑馬地馬場參觀後解散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下午4:00 
：約3.5小時
：2至10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Big Foot Global Limited
 （牌照號碼：354025）
： www.bigfoottour.com 
： Yeo Poh Lian女士
：skiyeo@bigfoottour.com /
 admin@bigfoottour.com 
：（852）8192 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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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運之旅
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香港有不少有趣的習俗信仰，都標榜可以讓人

運轉乾坤！廟宇自然是窺探本地信仰，一試求神問卜的好去處，但其實

石屎森林裡往往也暗藏玄機，許多設計佈置都與風水息息相關。而如果想

學本地人「行大運」，熱鬧的馬場正是玩樂好去處。

觀光團特色

‧ 黃大仙祠出名有求必應，搖動簽筒求簽，體驗一下本地善信如何參拜黃大仙祈求好運

‧ 皇后像廣場是香港的金融中心，也是探索風水奧妙的好地方，導遊將細說當中有趣
故事

‧ 乘坐有過百年歷史的電車（叮叮）到鵝頸橋下見識香港獨特的打小人文化

‧ 穿梭本地街市攤檔，捕捉本地人買菜的熱鬧畫面，感受最道地的香港生活

‧ 在馬場「行大運」，了解香港賽馬會的歷史和故事，隨團附上美食券和啤酒券於馬場
內享用



行程

走訪香港回教墳場、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香港波斯
墳場、猶太教墳場及本地其中一座最古老的西式墳場
香港墳場，一窺香港的多元宗教與文化。旅程還包括
參觀印度廟，了解印度教的文化禮儀。

觀光團詳情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約3.5小時
：最多10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Hong Kong A La Carte
 （牌照號碼：354230）
： www.hkalacarte.com 
： Stephanie Frossard女士
：stephanie@hkalacarte.com
：（852）6806 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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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墳場之旅
現今光鮮亮麗的跑馬地人稱「快活谷」，背後卻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

歷史。這裡擁有香港不少知名墳場，埋葬著無數故事，每一個墓碑都

刻劃著一段香港歷史，印證著不同宗教與文化的交集與發展，訴說著

許多引人入勝的傳奇。

觀光團特色

‧ 走訪跑馬地區內不同宗教的墳場，包括其中一座本地最早成立的西式墳場，
認識香港宗教共融的歷史背景

‧ 遊走清幽墓園，尋訪香港名人與無名英雄的生平事跡

‧ 細看不同風格的墓碑，探索不同宗教文化對生死的看法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下午5:00
：約2小時
：最少2人
：日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港旅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092）
： 黎樂文先生
：tour@creativechinaht.com
：（852）3578 8368
：（852）2736 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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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香世代
跟隨觀光團追尋記憶中的香港，於懷舊照相館中回到香港80年代的往昔

時光，以相片記錄那份舊日香港情，再坐上復古渡輪欣賞維港景致，

恍如時光倒流，重拾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觀光團特色

‧ 美樂照相館設有多個香港昔日場景，旅客可以穿上懷舊服裝，回到香港的舊時光

‧ 乘坐珊瑚海渡輪，在懷舊的木製小輪上，細看香港舊日茶居的佈置

‧ 遊走越夜越精彩的蘇豪東區，自由探索區內琳瑯滿目的美饌佳餚

行程

1. 於尖沙咀區的指定酒店集合

2. 到訪美樂照相館

3. 乘坐珊瑚海渡輪前往西灣河

4. 步行至蘇豪東區後解散



行程

1. 於九龍區的指定酒店出發，搭乘旅遊巴士前往
美荷樓生活館

2. 遊覽福榮街及參觀黃金電腦商場

3. 漫遊長沙灣道及汝洲街

4. 到訪北河街街市

5. 前往鴨寮街

6. 最後於深水埗港鐵站解散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二至日，上午10:00 
：約4小時
：2-12人
：英文 / 國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恆盛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1891）
：www.hstvl.com 
： 梁志恆先生
：tour@hstvl.com 
：（852）3759 7081
：（852）3427 9985

資料截至2019年7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19年

深水埗尋寶遊
在平民購物天堂深水埗，每一間小店都有驚喜發現！作為本地人最愛

購物熱點之一，這裡從衣飾到玩具、電子產品到道地美食，各種購物

消閒選擇數之不盡，而且價格親民，一家大小都可以在這裡優遊尋覓

心頭好，盡享購物樂。

觀光團特色

‧ 參觀前身為香港最古老公共屋邨的美荷樓生活館，認識1950至1970年代的
本土生活、文化與設計

‧ 遊走有「玩具街」之稱的福榮街，在大大小小的玩具店尋覓童趣

‧ 到電玩及電子迷聖地黃金電腦商場，發掘各式各樣的數碼產品

‧ 漫遊路邊市場，搜羅時尚服裝、珠飾布料，尋找衣飾配搭與創作靈感，探索
香港街頭潮流風格

‧ 前往本地生鮮食材及道地小吃集中地，一嚐本地人熱捧的實惠美食

‧ 在鴨寮街小店尋寶，在琳瑯滿目的二手電子產品店舖中流連忘返



行程

1. 在九龍城集合，品嚐香港道地茶點小吃

2. 前往九龍城的海味雜貨店

3. 遊覽樂富街市

4. 最後到深水埗大排檔享用晚膳

資料截至2019年7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19年

真‧地道食玩遊
本觀光團將帶領旅客探索香港滋味，由奶茶到中國茶、蛋撻到小炒，

吃遍各式道地美食，還會穿梭街市、雜貨店等本土生鮮特色食材集中地，

以及探索海味製作的秘藝。

觀光團特色

‧ 品嚐奶茶和蛋撻，體驗真香港風味

‧ 遊覽海味雜貨店，了解傳統食物生曬與風乾方法

‧ 參觀全新設計的樂富街市，體驗傳統街市魅力與現代化美食消閒活力

‧ 欣賞中國茶道示範，了解中國飲食文化

‧ 到大排檔晚膳，見識火候十足的港式小炒

：逢星期一及四，下午2:00 
：約6小時
：最少6人
：英文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捷成假期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84）
： www.jebsenholidays.com 
： Arthur Chan先生
：reservation.ta@jebsenholidays.com 
：（852）3180 6770
：（852）2366 2690 / 2366 2629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一、三及五
：約3.5小時
：最多8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Hong Kong Greeters Ltd
 （牌照號碼：354203）
：www.hkgreeters.com 
： Amy Overy女士
：info@hkgreeters.com / 
 amy@hkgreeters.com
：（852）8191 2051 / 9015 5307

行程

1. 參觀黃大仙祠

2. 到黃大仙中心品嚐素食點心

3. 參觀南蓮園池及於咖啡館品嚐素食甜點

4. 乘坐公共巴士前往大埔

5. 參觀舊大埔警署

6. 最後在慧食堂享用午膳

資料截至2019年7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19年

香港素食文化遊
素食熱潮席捲全球，香港更自有獨特的綠色健康滋味風格。透過這個

觀光團，旅客可以一嚐香港特色齋菜，品嚐創新素食雪糕，在體驗健康

美食同時，遊走於傳統廟宇與西式歷史建築之間，細看香港懷舊風光。

觀光團特色

‧ 前往香港知名靈廟，體驗傳統求神問卜習俗

‧ 到區內商場一嚐馳名素菜點心

‧ 遊覽唐朝佛教風格園林，並品嚐純素雪榚

‧ 參觀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活化的一級歷史建築

‧ 品嚐低碳素菜，了解永續生活理念



行程

到訪永豐街土地廟、聖母聖衣堂、光明街及東美
花園，再前往聖璐琦書院、南固臺、修頓遊樂場、
嘉薈軒、和昌大押、舊灣仔郵局及舊灣仔街市，
聆聽鬼故事。行程還包括參觀洪聖廟、紙紮店，
以及在大排檔品嚐港式美食。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一及五，下午3:00
：約3小時
：最多15人
：英文（國語及粵語按要求）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 活現香港（文化）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919）
： www.walkin.hk 
： 陳智遠先生
：info@walkin.hk / pcychan@walkin.hk 
：（852）5511 4839 / 6397 1750

資料截至2019年7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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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漫步：聽鬼故事、嚐美食
在灣仔投入一場不一樣的信仰文化之旅，認識區內廣為流傳的鬼故事，

感受中西方鬼神信仰文化的不同。旅客將會遊走於一幢幢各具特色的

幽深建築之間，探索小城歷史秘聞，再前往特色天台小店，一嚐道地

美食。

觀光團特色

‧ 遊走灣仔尋幽探秘，聆聽有關區內防空洞、電氣街與大街小巷的靈異傳聞

‧ 認識燒衣等傳統習俗，了解香港鬼神觀念

‧ 追溯香港戰時黑暗歲月

‧ 在天台餐廳邊品嚐各式道地小食，邊聽合和中心的傳奇風水故事



三訪香江，七年情緣，是名作家張愛玲與香港的繾綣戀曲。她筆下的

小城風貌獨特迷人，描述的美食細膩鮮明。這個觀光團將會帶領旅客

尋訪張愛玲的足跡，重溫當代知名華人女作家的精彩故事。

‧ 走訪香港大學，細聽張愛玲的校園趣聞，探索港大的建築與歷史故事

‧ 在帝京酒店帝京軒細嚐張愛玲作品中的佳餚美饌，品味文學經典

‧ 漫步加多利山，前往花墟，感受張愛玲書中「彷彿歐洲也只有法國、德國
有這氣派」的景色

‧ 尋覓《傾城之戀》中的淡藍色海岸美景，遊走香港知名沙灘

‧ 登上聞名全球的太平山，追蹤《第一爐香》中的流線型白房子

‧ 在北角英皇道尋找張愛玲的生活足跡

行程

1. 參觀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及禮堂

2. 在帝京酒店午膳

3. 漫遊加多利山及花墟

4. 遊覽赤柱及淺水灣

5. 登上太平山

6. 最後於北角英皇道解散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天天出發，上午9:00
：約9小時
：最少10人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273）
： ww1.ctshk.com/zh/ch-mainpage
：鄧文雯小姐（一級旅遊顧問）
：wenwen.deng@ctshk.com
：(852) 2267 8593
：(852) 2267 8333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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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看香港

觀光團特色



香港橫街小巷四通八達，大路小道名稱千奇百趣，街牌上每一個名

字，都代表著一個故事，當中隱藏的可能是英國殖民時期名人勝景的

傳奇事跡，又或者是老香港文化生活的有趣習俗。從港島中上環以至

九龍油尖旺，在這個觀光團中走過的每一條街道，都會是一場奇妙的

故事與文化探索旅程。

‧ 穿梭旺角街道，從街名中一窺昔日農村風光，再細看現代繁華的電子產品店舖林立
的景象

‧ 在油麻地一條老街的舊式唐樓建築之間，細聽漁港開埠之初的船務趣事

‧ 走訪名副其實的廟街，參觀九龍區最大的天后廟

‧ 在新舊交融的上環老街，細聽香港昔日趣事

行程

1. 從旺角區出發，漫步西洋菜街、通菜街（女人街）
和豉油街

2. 移步至油麻地上海街，再到訪廟街

3. 到達荷李活道，步行前往摩羅街

4. 最後抵達鴨巴甸街，自由參觀PMQ元創坊及蓮香樓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天天出發，上午9:30
：約5小時
：最少2人
：日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港旅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092）
：  梁漢超先生（旅遊經理）
 黃兆昌先生（旅遊主任）
： tour@creativechinaht.com
： (852) 3578 8368
： (852) 2736 0393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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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趣 ─ 香港街名故事

觀光團特色



這個觀光團將帶領旅客回到老香港，在屹立逾40年的粵劇殿堂細看本

土文化，從特色老店細味香江情懷。旅客還可以遊走於外形獨特的怪

獸大廈樓群之間，進入荷李活電影大師的靈感世界，發掘香港聞名全

球的魅力。

‧ 深入《變形金剛：殲滅世紀》拍攝場地，親睹懾人的巨廈場景

‧ 坐上香港懷舊交通工具電車，尋訪緊鄰路軌兩側而建的街市

‧ 走訪擁有逾40年歷史的粵劇殿堂新光戲院

‧ 探訪承傳三代的繡花鞋小店，認識傳統繡花工藝

‧ 到鵝頸橋感受香港道地的「打小人」習俗

‧ 品嚐傳統秘方雲吞麵，領略道地香港滋味

行程

1. 遊覽鰂魚涌知名的「怪獸大廈」

2. 乘坐電車到北角

3. 漫遊春秧街感受本土的街市文化

4. 參觀新光戲院大劇場

5. 探訪傳統繡花鞋小店

6. 前往鵝頸橋

7. 最後於港式麵館享用午膳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00
：約3.5小時
：2至8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力威旅遊國際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084）
：  www.breakawaywalkingtours.com
：陳麗珍女士（總經理）
： booking@breakaway-travel.com.hk
：(852) 2367 3018
：(852) 2721 7364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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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東區遊 ─ 老香港情懷

觀光團特色



跟隨這個觀光團去追尋現實中的精彩動漫世界！一眾大小動漫迷不但

可以與香港經典卡通角色盡情合照留影，還可以到各大景點朝聖，搜

羅潮物模型，再到漫畫主題餐廳大吃道地美食，全面投入有趣又生動

的香港創作。

‧ 在灣仔動漫海濱樂園尋找最愛經典，與老夫子、牛仔及華英雄等30個經典香港卡通角色合照

‧ 參觀山頂杜莎夫人蠟像館，探索動漫遊戲世界，與麥兜、蜘蛛俠和妖怪手錶角色近距離接觸

‧ 踏足由二級歷史建築活化成的動漫基地，欣賞本土創意藝術，並了解戰前建築特色

‧ 在灣仔玩具街和信和中心尋寶，發掘懷舊玩具

‧ 到漫畫主題餐廳大吃道地美食，大談本地卡通故事

行程

1. 遊走灣仔動漫海濱樂園

2. 參觀杜莎夫人蠟像館「動漫遊戲世界」展區

3. 漫遊動漫基地

4. 遊覽灣仔太原街市集（玩具街）

5. 在老夫子餐廳享用晚膳

6. 最後於信和中心解散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天天出發，下午1:00
：約6小時
：10至20人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0273）
：  ww1.ctshk.com/zh/ch-mainpage
：鄧文雯小姐（一級旅遊顧問）
：wenwen.deng@ctshk.com
：(852) 2267 8593
：(852) 2267 8333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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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漫畫文化之旅

觀光團特色



這個觀光團將遊覽鬧市中的綠洲，在香港公園跟隨潺潺流水，發掘隱

身於摩天大樓間的美景。沿途旅客還可以細聽公園前身域多利軍營的

昔日故事，在感受自然美同時，認識文化歷史。

‧ 在仿照熱帶雨林設計的觀鳥園中，尋訪逾80種禽鳥，並聆聽專業生態
旅遊導賞員的即場講解

‧ 遊走前三軍總司令官邸旗桿屋及現已改為香港公園辦事處的羅連信樓

行程

1. 由金鐘港鐵站出發前往香港公園

2. 途經噴泉廣場、人工湖，再往太極園

3. 前往雀鳥展覽區及觀鳥園，並登上鳥瞰角

4. 最後到溫室及茶具文物館參觀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及日，上午9:00
：約3小時
：2至10人
：英語 / 國語 / 粵語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傳真

： 綠恒生態旅遊有限公司
（牌照號碼：353452）
：  hongkong.ecotravel.hk
：  符蘊女士（團務主任）
 許立仁先生（團務主任）
：enquiry@ecotravel.hk
：(852) 3105 0767
：(852) 2573 2628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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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尋趣：香港公園自然尋趣之旅

觀光團特色





傳統廟宇與現代屋苑毗鄰而立，歷史古蹟與時尚商場和諧共處，鮮

明而又充滿活力的體驗，必會令旅程倍添難忘。在多元多變的荃灣

區，旅客可以在相對悠閒的環境氣氛中，同時感受香港的傳統與時

尚魅力。

‧ 參觀具有200年歷史的法定古蹟三棟屋博物館，從全面修復的陳
氏家族大宅、祠堂與其他建築物中，了解圍村風俗

‧ 在建於1950年的圓玄學院中，領略儒家思想，感受佛教與道教
的文化

‧ 參觀多個特色景點，包括仿照北京天壇建成的高塔，以及
展示了中國十二生肖天然岩石的雅石館

‧ 融入本土生活，搭乘香港獨有的公共小巴，並品嚐道地街
頭小吃，體驗香港「掃街」文化

行程

1. 由荃灣港鐵站出發前往三棟屋博物館

2. 乘搭小巴前往圓玄學院

3. 返回荃灣市中心

觀光團詳情

出發時間
全程時間
人數 
語言

：逢星期三及五，上午10:00
：約4小時
：2至8人
：英文

報名方法

主辦單位

網址
聯絡人
電郵
電話

：Big Foot Global Limited
（牌照號碼：354025）
：www.bigfoottour.com
：Ski Yeo小姐（Founder）
：hello@bigfoottour.com
：(852) 8192 9928

資料截至2018年6月為準，其後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告。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 香港旅遊發展局版權所有2018年

新界荃灣遊

觀光團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