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相片提供：
Calvin Sit
Chris Cheung
Matthew Yau
Topaz Leung
Wilson Lee

漫步指南 – 繁體版

目錄
在深水埗，感受簡單生活的小確
幸。離九龍繁華巿中心不遠，在界限
街以北，深水埗這個老區，沒有拔地
而起的玻璃帷幕大樓，卻有深含著歷
史韻味的簡樸舊樓房；沒有海景餐廳
的高檔大餐，卻有米其林推薦、只花
數十元便能祭一頓五臟廟的街邊美
味。從早期移民興建的古剎、猶如博
物館的主題商店街，到最夯的概念店
和咖啡廳，到處都是真實的庶民生活
場景。如果你要來逛街的話，可要做
好心理準備，因為你很可能會花好幾

02

布藝世界

10

小店美食

22

生活印記

個小時迷失在露天市場裡，與堅持傳
統數十載的工匠閑談，或恣意飽覽各
式新奇小玩意。
這本漫步指南推薦深水埗的必敗
衣飾、必吃美食，並帶你漫行大街小
巷，深度感受在地生活中透露的港式
情懷。你將會發現，這個平凡小區不
平凡的獨特魅力。

30

街頭尋寶

40

深水埗電影篇

42

在地人推薦路線

免責聲明：
《深水埗 ── 漫步指南》由 Time Out Hong Kong 製作，並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出版。香港旅遊發展局對本書所述資料，
包括商店、餐館、貨品、菜式及服務等概不負責，並對此等資料，包括商店、餐館、貨品、菜式及服務均不作任何保證
及陳述，包括其商業適用性、準確性、足夠性及可靠性等。本書所述資料截至2019年9月為準，旅客如有任何疑問，
請向有關方面查詢。本書內容經審慎編訂，務求提供準確資料，惟若有資料過時、差誤或遺漏，香港旅遊發展局及
Time Out Hong Kong 恕不負責。

布藝世界

布藝世界
1

汝州街（珠仔街）

汝州街有另一個很可愛的名字，叫「珠仔
街」。這條街專門售賣「珠仔」（即小圓
珠）和縫紉材料，種類繁多，定會讓你大
開眼界！每家店都擺滿了各種DIY材料，
有木材，有塑膠，也有玻璃，可以用來製
作首飾、裝飾電話，甚至點綴在凝膠指甲
上。不知道從何入手的話，不妨先去美
達行（地址：汝州街219號，電話：+852
2498 8609）看看各類型的珠飾、鈕扣、緞
帶，甚至是優質的施華洛世奇水晶。另一
間值得去的精品店叫美藝華（地址：汝州
街289至291號，電話：+852 2386 9431），
他們專營的配飾珠寶以紋銀為主，喜歡珠
寶的你豈能錯過？

主題商店街
深水埗遍佈布料飾品專賣店，商品琳瑯滿目且價格親民，自然成為在地設計師和
職人的購物天堂。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深水埗已經以香港紡織業心臟聞名，
雖然紡織業到了八十年代衰落，但這個地區仍然保留了很多與時裝相關的商店。就算不是
時尚DIY達人，逛逛這些主題商店街也會讓你驚嘆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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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街（皮革街）

在香港工業最鼎盛的時期，大南
街遍地開滿了製皮廠、布廠和飾
品工廠。時至今日，只有幾家老
店還沒有被時代淘汰，其中包括
始創於1948年、以販售在地植
物鞣製牛皮為主的聯昌皮號（地
址：大南街173號，電話：+852
2393 5926）。近年來，工藝復興
的浪潮席捲香港，阿里皮藝（地
址：大南街189號，電話：+852
3791 2217）和兄弟皮藝（地址：
大南街207至209號，電話：+852
9136 0897）應運而生，兩家店除
了售賣優質的皮革和皮具外，還
有自家皮藝工作坊。想成為手作
達人的你，還不快去小試牛刀，
製作專屬皮件帶回家？

2

基隆街（鈕扣街）

俗稱「鈕扣街」的基隆街名副其實，林立著各種售賣鈕扣的批發商。除了鈕扣、拉鍊和鉤環外，
基隆街還有大量現成的商品和各式布料。不得不提的是，這裡還有一個布料市場，是香港設計師的
藏寶庫。想去的話要記得，大部分攤位由一大早就開始營業，而且每逢週末休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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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

這個以鐵皮、塑膠帆布搭建而成的布料市場，
當地人稱為「棚仔」，已有40多年的歷史，
售賣各種顏色、圖案或材質的布料。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373號

傳統工藝
自從深水埗成為香港的紡織業中心後，許多出色的工匠都視這裡為創業熱點。當大企
業紛紛改用冷冰冰的機器大量生產時，深水埗還有一群匠人堅持不懈地保存歷史悠久的傳
統手藝。

新昌衣車公司

7

4

毫不起眼的小店裡，收藏了大量縫紉機。在地人親切
地稱他為「衣車叔叔」── 老闆余偉祥子承父業，
從事縫紉機買賣超過40年。除了售賣縫紉機外，老
闆也懂得修理，手藝純熟。店裡由最基本的家用款
到十九世紀末的懷舊型號都有，猶如一間縫紉機博
物館！

南昌街（花邊街）

深水埗的南昌街和汝州街曾經開滿小型製衣
廠，在紡織成衣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至今，
南昌街是選購蕾絲花邊和緞帶的好去處，無
論任何大小、形狀和顏色都有，各種款式任你
選。這裡的緞帶都是以批發價格銷售的，用來
做手作和點綴衣服就最適合不過了。

6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297B號
電話：+852 2720 2111

寶馬洋服

8

長沙灣道（時裝街）

這條細長的街道是購買平價時裝的好地方，聚集了各式不同的店鋪，售賣布料、鈕扣、裝飾品和時
裝成品，重點是大多數商品都比市價便宜！無論是想添新裝，還是買飾物襯裙子，都會看得眼花繚
亂，最後會不知不覺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小店之間穿梭。留一點時間，在這裡盡情燃燒你的購物魂吧！

於1981年創立的老字號寶馬洋服，專為客人量身訂
做高級西裝，無論是英倫風還是義式紳士風格，都難
不倒他們。店主杜師傅是香港少數仍堅持人手裁剪
和縫製西裝的匠人，成品不但手工精湛，而且價錢
親民。小店原本坐落於南昌街，於1997年搬遷至現
在的黃竹街。想訂做一套專屬西裝，來這裡就對了！
地址：深水埗黃竹街37號
電話：+852 2720 7088

協義興繡莊

9

來到協義興繡莊，你或會看到師傅一下下拍打棉片，
小心翼翼地鋪平、縫合棉被的過程。一張手工棉被來
得不易，製作工序繁複，十分講究功夫，每處細節都
透露濃濃的人情味，特別溫暖耐用，可以用上好幾十
年。這裡是少數仍然保留手打棉被技術的老店，創辦
人在上海拜師學藝，把技術傳給女兒。除了棉被以
外，店裡還售賣竹蓆、枕頭、床墊和床單等。
地址：深水埗南昌街石硤尾邨第20座地下121號
電話：+852 2779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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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hnut

成立於2010年，Doughnut由深水
埗一家默默無名的服裝店，發展成
獨當一面的品牌，在香港開設多家
分店。品牌走文青路線，推出設計
清新的背包、側揹包和時髦的行李
箱，顏色大小應有盡有，在旅途上
陪伴你到處闖蕩。
地址：深水埗福華街68號
電話：+852 2386 3279
網址：www.doughnutoffic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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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de & Bestie

這個成立於2012年的香港原創品牌，專門設計既時尚又
實用的包包，無論是為上班族設計的公事包，還是戶外
活動專用的抗水耐磨背包，都一應俱全。店裡還有一台
1970年代的Kingsley古董活字壓印機坐鎮，現場為你的包
包燙上獨一無二的字句。

創新風格
近年來不少年輕設計師和創業家在深水埗做生意，希望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他們雄心
勃勃，決心靠著創意一起打造時裝設計王國。看來深水埗重新成為香港時裝樞紐，已指日

地址：深水埗福華街90號
電話：+852 2766 1018
網址：www.dudebestie.com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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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美食

簡單好滋味
深水埗向來是庶民美食天堂，眾多餐廳、小吃店提供簡單而實在的滋味，經濟便捷。
從傳統麵食到創意甜點，你能用實惠的價格，盡情大啖港式佳餚。
13

添好運點心專門店

全球最便宜的米其林星級餐廳之一，雖然在台
灣已經開了多間分店，但要品嚐正港風味的點
心，還是要到在地的街坊小店。菜單上的選擇
或許不如茶樓多，但價格親民，招牌點心酥皮
焗叉燒包，保證讓人一試愛上。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9至11號
電話：+852 2788 1226
網址：www.timhowa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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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園

來到這家24小時營業的茶餐廳，必吃
「蛋牛治」（雞蛋牛肉三明治），做法
簡單卻無比美味。此外，千萬別錯過他們的
豬腳麵和港式奶茶，奶茶要無糖還是加奶
皆可。
地址：深水埗桂林街38號
電話：+852 2386 2748
12

公和荳品廠

公和荳品廠於1960年代起扎根深水埗。這家老
店販售各式各樣的豆製產品，多年來廣受歡迎。
招牌豆花滑嫩如絲，豆香濃郁。這裡的自製油豆
腐、煎釀豆腐和無糖豆漿也很有名，值得一試。
地址：深水埗北河街118號
電話：+852 2386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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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潮

17

這家泰國菜餐廳榮獲《米其林指南》推薦，由泰
國廚師掌廚，提供一流的海南雞飯、泰式酸辣湯
和咖哩。雖然店內環境簡樸，但菜式令人垂涎，
充滿正宗泰國風味，而且價廉物美。

劉森記麵家

有超過60年歷史的劉森記，是香港少數仍
自製竹昇麵的麵家。第 二 代傳人劉發昌繼承了家
族衣缽，用竹竿一下一下壓製麵糰，打造出軟中
帶韌勁的麵條。他們的招牌蝦籽撈麵（拌麵）為
必點美食，麵上撒了大量自家炒製的蝦籽，
鮮香滿滿。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101至103號
電話：+852 2314 3333

地址：深水埗桂林街48號
電話：+852 2386 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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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方餃子粥麵

圓方以用料新鮮且分量十足的手工餃子打響名
號，人潮絡繹不絕。必試韭菜豬肉餃，可選湯
餃或煎餃，前者皮薄嫩滑，後者焦香皮脆。除
了餃子，這裡也提供各樣粥麵小吃，只需港幣
$50便能一嚐正宗港味。
地址：深水埗福華街104號
電話：+852 2720 085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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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座狗仔粉

狗仔粉，據說因為形狀像小狗的尾巴而得名。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粗而短小的麵條，
配上濃稠的湯汁和佐料，既便宜又能填飽肚
子，成為了當時流行的街頭小吃。十八座狗仔
粉分量十足，湯頭香濃，若加入冬菇、蝦米、
蒜頭和醃菜等配料，味道更顯豐富。除了狗仔
粉，他們家的紅燒火鴨翅也很不錯！

維記㗎啡粉麵

餐廳以其特色豬肝麵聞名，讓本地老饕和外地遊客皆趨之若鶩，要有排隊的心理準備！假如豬肝不
合口味，還有牛肉、火腿、煎蛋或香腸可供選擇。喜歡甜食的話，更得嚐嚐他們的咖央西多士（咖
椰醬吐司）。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62及66號
電話：+852 2387 6515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88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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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鷹餐廳

港式牛排館飛鷹餐廳於1977年開
業，浪漫的黃色燈光、皮椅及格紋
桌布，為這間家庭式經營的老餐館
營造出濃濃的復古情調。除了鐵板
牛排外，羅宋湯、德國豬腳等也是
不錯的選擇。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258號
電話：+852 2395 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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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記車仔麵

車仔麵為傳統香港麵食，因早期小販以改
裝的手推車販售而得其名。說起這道充滿
港式情懷的小吃，就不得不提文記。文
記車仔麵在同一條街設有三家店，三間店
鋪都經常大排長龍，受歡迎程度可見一
斑。餐廳提供各式各樣的麵食、湯頭和配
料，現點現煮，價廉物美。特別推薦柱侯
牛腩和瑞士汁雞翅，還有獨門特製的辣椒
醬，令人一吃上癮。這些美食更令文記獲
《2019米其林指南》街頭小吃推薦。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109、121及123號
電話：+852 9059 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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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聯豐粉麵家

新聯豐粉麵家屹立在深水埗30多
年，街坊鄰里都是坐上常客。麵
家料理樸實無華，卻令客人流連忘
返，雲吞麵和炸醬麵皆是老饕的最
愛。如果沒時間坐下來慢慢品嚐，
門外也有售著名的咖哩魚蛋和章魚
串，可邊走邊吃。

地址：深水埗元州街77至79號
電話：+852 2361 4205

地址：深水埗桂林街1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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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記

露天大牌檔在香港逐漸式微，只有
極少數得以保留，蘇記就是其中之
一。店家主打經典在地美食，包括
法式吐司、豬排煎蛋麵和港式奶茶
等。這裡的食物樸實美味，讓你不
傷錢包也能體驗到正港風味！
地址：深水埗耀東街15至16號
電話：+852 2779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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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河同行

北河同行提供泡麵、米飯簡餐等經典茶餐
廳小吃。除了親民菜式，老闆明哥的義舉
更是讓鄰里讚譽有加，他不遺餘力的幫助
區內有需要的人，為他們送上餐券和便
當。2016年，由於租金大幅上升，餐廳面
臨結業危機，幸獲熱心鄰居贊助，得以租
下另一間店面，讓慈善精神延續下去。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278號
網址：www.peiho.hk

14

綠林甜品

30多年來，綠林出品的甜點一直廣受街坊鄰里的
喜愛。除了以紅豆、堅果和黑芝麻等熬煮的傳統
甜湯外，豆腐布丁、榴槤煎餅等創新甜點，也是不
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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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記糕品專家

原為在地人享受手工糕點的街邊小店，因《米其林指
南》的推薦而聲名大噪。其手工缽仔糕吸引許多人慕
名而來，而其他傳統中式蒸糕點，如白糖糕和黑芝麻
卷，也不遑多讓。遊人能在此體驗老香港的街頭風味。
地址：深水埗福華街115至117號地下10號
電話：+852 2360 0328

27

嚐嚐港式小吃
如果想品嚐在地街頭美食，深水埗絕對是好選擇。沿著熱鬧的街道走，兩旁盡是琳
瑯滿目的小吃，從咖哩魚蛋串到傳統糕點，在探索深水埗的同時，沿途來點美味簡便的
小吃犒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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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益泰小食

深水埗為庶民美食集中地，到處都是讓人垂涎的街頭美味，其中合益泰的腸粉更是無人不曉。
這家米其林推薦小吃店的腸粉每日新鮮現做，皮薄嫩滑且富米香，與甜醬、麻醬和醬油搭配得天衣
無縫，雖是平價小吃，卻有滿足好滋味。
地址：深水埗桂林街121號
電話：+852 2720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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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汁大王

椰汁大王的椰汁飲料風行大街小巷，連鎖店遍
佈全港。這裡的椰汁採用泰國或馬來西亞椰子
榨成，現點現做，味道清新香甜，跟街頭小吃
是絕配。
地址：深水埗桂林街42至44號

28

生隆餅家

這間家庭式經營的餅家，沒有華麗的門面，卻
憑著好料實在的傳統中式糕餅，如軟糯的芝麻
糕和鬆化的皮蛋酥等，深受街坊歡迎。中秋節
前，這裡會販售香港少見的現烤手工月餅，最
高峰時每天可賣出數百個。

創新滋味
深水埗不單擁有歷史悠久的傳統餐廳，近年更吸引了一群胸懷抱負的年輕人於此

地址：深水埗北河街68號
電話：+852 2360 1359

30

創業，無論是特色咖啡廳還是新潮甜點店，皆為本區增添活力。

31

囍囍美食

隱家拉麵工場

囍囍美食位於熱鬧的小吃
集中地 ── 桂林街與福榮
街交界。有別於附近同類型
的小吃店，囍囍的選擇眾
多，除了常見的咖哩魚蛋、
雞蛋格子鬆餅，還有炸魚肉
燒賣、豬腸和五香牛雜等。

這家隱秘的小店，吸引了不少老饕光顧，他
們甚至甘願等候一個小時以上，為的就是要
一 嚐 這 裡 著 名 的 沾 麵 （ つ け 麺 ）— 麵 和 湯
分開上桌，以麵沾湯吃。菜單很簡單，只提
供三款豬骨湯頭：原味、黑蒜和辣味。先選
好湯頭，然後選擇配料，如半熟雞蛋和日式
叉燒等。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125號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37K號西九龍中心7樓7083號
電話：+852 3487 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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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美食
32

蘇媽•蘇媽

35

蘇媽•蘇媽提供美味的馬來西亞菜餚，菜式包括
咖哩雞、銀針粉（米苔目）和烏達（otak otak）。
值得留意中文菜單上的有趣菜名，例如椰漿飯
（Nasi Lemak）被店家音譯為「辣死你媽」。

Burgerman

黃藍紅相間的招牌透出濃濃的美式風味，
麻雀雖小的店面，提供廣受美國藍領階級
喜愛的平民美食。這裡的漢堡選用100％
優質牛肉製成，而奶昔也是由新鮮食材混
合而成，必點的是招牌雙層漢堡，分量十
足，咬下肉汁四溢，滋味無窮。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65至71號
電話：+852 2361 1330

34

Café Sausalito

於2014年開業的Café Sausalito，現已成為咖啡
迷的朝聖地。除了常見的咖啡飲品，如拿鐵和卡
布奇諾外，這裡還供應手沖咖啡和「青瓜咖氣梳
打」
（即黃瓜口味的咖啡加上氣泡水）。週末來的
話，還可以欣賞精采的現場音樂表演。

地址：深水埗基隆街251號
電話：+852 2447 3188 / +852 2447 9188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201號
電話：+852 3689 3292
網址：www.cafesausalitohk.com

36

33

三ステーキ Triple Steak

這家日式牛排店提供牛里脊肉、沙
朗牛排和招牌三拍子牛排三種選
擇，並隨餐附贈湯品、白飯和沙
拉，既便宜又大份，保證讓你吃好
吃滿。餐廳採用創新自助概念，客
人只要先在點餐機下單，然後坐在
取餐區稍等一下，熱騰騰的食物就
會送到眼前。聽著厚切牛排在石板
上滋滋作響，簡直讓肉食一族欲罷
不能！

Coffee Matters

這家新潮的咖啡店前身是一家批發皮革的老店，雖然經過重新裝修，但仍然保留了綠白相間的石磚
地板和其他設計元素，每個角落都充滿1950年代的懷舊韻味。Coffee Matters以極簡主義為賣點，
除了簡約的木傢俱佈置，就連菜單也非常簡單，有各種手沖咖啡、茶和輕食任你選擇。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52至54號
電話：+852 2811 8606

地址：深水埗基隆街170號
電話：+852 5535 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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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小區情懷
第一代公共房屋、「前鋪後居」的「唐樓」，是很多在地人的安樂家園；充滿嶺南風
韻的古廟、西方新古典建築風格的修院，撫慰著街坊鄰里的身心。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
式，濃濃的人情味，在一棟棟風格迥異的建築上得以體現。

38

寶血會女修院

寶血會女修院是新古典建築風格的代表，外形像座堡壘一樣典雅美觀。修院於1929年落成，曾是深
水埗居民福祉的頭號守護者，不僅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容身之所和免費醫療，還擔任孤兒院的角色。
如今，建築物不再對外開放，但你依然可以在外駐足觀賞。
地址：深水埗元州街86號

39

37

YHA美荷樓青年旅舍

想了解在地「屋邨仔」（在公共房屋長大的人）的草根生活，去美
荷樓的「美荷樓生活館」就對了。館內設有居住單位、雜貨店等的
複製場景，讓你一探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公共屋邨的生活風
貌。美荷樓一帶本是木屋區，1953年的一場大火令接近5萬8,000
名居民無家可歸，突如其來的災難促使政府興建了石硤尾邨，象徵
著香港第一批「徙置大廈」的誕生。過去位於石硤尾徙置區的美荷
樓，如今變身成受背包客歡迎的青年旅舍，還獲得了「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 榮譽獎」。
地址：深水埗巴域街70號石硤尾邨41座
電話： +852 3728 3500
網址： www.yha.org.hk/zh/mhh
22

醫局街170號

路過醫局街170號，你的目光一定會被這座建
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三層建築所吸引 —— 白
色外牆上寫滿紅色書法字，再配上綠框鐵窗，
顏色配搭鮮明吸睛！它不僅是深水埗的地標之
一，還代表「唐樓」獲評為香港二級歷史建
築。唐樓於十九世紀中後期在香港出現，建築
風格糅合中西特色，不少懷舊港片都曾在唐樓
取景。跟很多「前鋪後居」的唐樓一樣，這裡
樓上曾是出租房，樓下則是相框店，而牆上的
紅字，其實就是店鋪的廣告語！
地址：深水埗醫局街1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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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警署

深水埗警署建於1925年，由五幢建築物合併
而成，但要數歷史最悠久的，就非C座莫屬
了。現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的C座，由著名建
築事務所巴馬丹拿設計，混搭了傳統的中式風
格和當時的西方潮流，特色包括金字瓦頂、圓
柱和拱頂石門。警署曾在深水埗最動盪不安的
年代，擔負起打擊罪案的重任。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37A號

43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李鄭屋漢墓建於東漢時期，包含四個墓室，在
1955年興建徙置大廈時被發現。雖然出於保護原
因墓室並不對外開放，但你仍然可以透過玻璃一
窺古墓的樣子，並藉著出土陶器和青銅器，了解
漢墓的歷史。從港鐵長沙灣站出發，僅需步行約
10分鐘，便可到達。
地址：深水埗東京街41號
電話：+852 2386 286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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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埔公立醫局

深水埗公園

步入綠樹環繞的深水埗公園，你一定很難
想像，在1920年代這裡原是深水埗軍營
的一部分，直到日軍佔領時期還成為戰俘
營。漫步林蔭中，你會看見兩座紀念碑，
分別在1989年和1991年建成，紀念在戰俘
營去世的勇士。

建築以裝飾藝術風格為主，廊柱上雕刻著精緻
的西式古典圖紋，而陽臺的欄杆則是中式竹子
形狀，完美演繹了香港中西薈萃的特色。這幢
香港二級歷史建築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建成，而
其所在地醫局街也因此得名。雖然醫局不對外
開放，但即使在外欣賞，也能感受它的美！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733號

地址：深水埗醫局街137號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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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香港）

建築物曾是北九龍裁判法院所在地，現在搖身
一變，成為了年輕人發揮創意的天地。建築內
部在2010年翻新，但羈留室和法庭得以保留，
以辦公室和教室的新面目示人，而具法院特色
的外觀就保有原貌。學校設有以粵語和英語講
解的古蹟導覽團，想參觀這幢獲「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亞太區文物古蹟保護獎 — 榮譽獎」
的建築，記得最少提早三天上網預約喔！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292號
電話：+852 2253 8022
網址：visitscadhk.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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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文化館

饒宗頤文化館坐落於蔥鬱青翠的荔枝角山
崗上，鄰近港鐵美孚站。館址所在地曾經
是清政府的海關分廠、華工屯舍、檢疫
站、監獄、傳染病醫院及精神復康院，有
逾百年歷史。時至今日，這古樸清幽的大
型建築群發展成為香港重要的文化地標，
不時舉辦主題展覽、工作坊、講座、節慶
和教育活動等。參觀過後，你還可以享用
美食，選購文創精品，以及下榻設有89間
客房的「翠雅山房」文化旅館，沉醉在城
市綠洲的氛圍之中。
地址：深水埗青山道800號
電話：+852 2100 2828
網址：www.jti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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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輝煌史
香港製造業在上世紀中葉崛起，深水埗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時，大量工人從廣東、
上海等地乘船來到深水埗工作，再加上深水埗碼頭方便廠家把成品運到其他地方售賣，
這裡因此成為了當時香港的產業中心，街頭巷尾都開滿了工廠。如今，雖然製造業風光
不再，但過去辛勤工人們的足印，仍然有跡可尋。

南昌押

走到南昌街，遠遠就能看到南昌押的大
紅色招牌懸掛半空，尤其於晚上亮燈
時，在灰白色的建築物之間格外顯眼。
招牌模仿蝙蝠倒吊含著金錢的形態，帶
有吉祥的寓意。除了充滿懷舊氣息的招
牌，這幢香港二級歷史建築古色古香，
至今仍然保留著半截式推門。1926年典
當合法化後，香港典當業急遽擴展，而
南昌押就是在這個時期於深水埗扎根，
承載著行業輝煌一時的歷史記憶。
地址：深水埗南昌街117號
電話：+852 2386 8990

48

46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

藝術中心樓高九層，無論是綠色外牆上「石硤尾工廠大廈」的偌大字眼，還是建築物中央的「口」
字型天井，以及粗糙的混凝土地面，都是以前工廠留下來的痕跡。這裡曾是香港家庭式輕工業的集
中地，2008年以創意中心的全新面貌登場，為藝術界新秀和老鳥提供展示心血的場地。在這裡，你
既能看到才華洋溢的藝術家揮汗工作，還能透過擺放在大堂的磅重機和大型工業器具，追溯大半個
世紀前工人的工作日常。中心內還有劇場、手工藝品店，以及充滿藝術氛圍的傳統茶室文博軒。

地址：深水埗長沙灣道151號
電話：+852 2380 3943

地址：深水埗白田街30號
電話：+852 2353 1311
網址：www.jccac.org.hk
26

何忠記

隱身小巷超過半世紀的何忠記，
專營各種實而不華的白鐵產品。
店內的所有器皿都由店主親手打
造，這項傳統工藝如今已日漸失
傳，但其實，在塑膠和不鏽鋼流
行之前，許多在地家庭和餐廳都
會使用白鐵製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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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廟

關帝廟在1891年建成，是九龍區唯一
一間主奉武神關帝的廟宇。這幢香港
二級歷史建築完美呈現了嶺南建築風
格，裡面還珍藏著古銅鐘和青龍偃月
刀等聖物。每逢農曆6月24日，大批信
眾前來慶祝關帝誕辰，整個關帝廟香
火鼎盛、熱鬧非凡。
地址：深水埗海壇街158號

50

三太子及北帝廟

這座被評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的三太
子廟建於1898年，當時深水埗爆發了
一場致命瘟疫，於是客家移民興建廟
宇，希望得到守護神哪吒三太子的庇
佑。廟內蘊藏晚清百年文物，例如刻
有「光緒」字樣的古鐘等。至於毗鄰
的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北帝廟則由本地
漁民在1920年建成，廟內主要供奉的
是北帝。
地址：深水埗汝州街196至198號

51

龍慶堂

這幢鮮艷獨特的大廈風靡Instagram，
外牆翠綠亮眼，再加上屋頂壁畫上栩
栩如生的立體龍頭和鶴鹿圖案，實在
非常吸引眼球！龍慶堂夾在平凡的大
廈中間，和它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雖然外表突出，但始於1931年的龍慶
堂，其實是為居民提供醫療、宗教等
各方面服務的慈善團體。

古廟道堂

地址：深水埗基隆街92至94號
電話：+852 2381 6067
網址：www.lunghingtong.org

深水埗的廟宇多由來自中國內地的移民建造，旨在讓他們在異鄉秉承自己的信仰和傳
統。每逢節日，廟宇會舉辦各種大型活動，吸引附近的街坊鄰居前來，一起慶祝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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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市集
各式各樣的貨攤，賣蔬菜水果的、電器飾物的，包羅萬象；鄰里居民聊天聲，攤販叫
賣聲，此起彼落。走進人聲鼎沸的露天市集，你不但隨便逛逛就能撿到便宜好物，還可以
感受香港真實的生活風貌。學著在地人殺價，一定可以滿載而歸！

52

鴨寮街

福榮街（玩具街）

別名「玩具街」的福榮街，是
個陳列滿玩具、平價文具和派
對小物的小寶庫。街上有超過
30家店鋪，琳瑯滿目的商品
能讓一家大小都沉浸在尋寶的
期待與興奮之中。擔心挑花眼
嗎？建議你從售賣各種稀奇古
怪二手玩具的尋寶城（地址：
福榮街81號）開始逛起！

54

北河街

繁忙熱鬧的鴨寮街兩邊佇立著一排排售賣3C產品的店鋪和小攤子，由新款手機配件到古董打字機和
家電都有，隨時讓你收穫意想不到的驚喜！推薦你逛逛以售賣高品質音響設備聞名的科寶膽機（地
址：鴨寮街151號1樓，電話：+852 2729 7271）。這裡可是經典港片《無間道》裡，劉德華與梁朝
偉相遇、一起聽歌的地方呢！

想體驗在地人生活，去北河街就對了！熙熙攘攘的街道兩旁滿是菜攤子和小鋪子，售賣價格便宜的
蔬果、鮮肉，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此外，你也可以光顧各式各樣的小吃攤，試試新鮮出爐的菠蘿
包，或是香滑Q彈的腸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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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版好去處

56

新藝城

活像是個雨傘藝術館的新藝城於1842年開
業，是香港少數仍然提供修傘服務的老店。這
裡售賣的雨傘款式齊全，從平價到高檔貨都
有。店內還擺放著第五代接班人邱耀威的心血
之作，雖然「威哥」親手製作的雨傘都是非賣
品，但他態度友善，你可以跟他聊聊保養雨傘
的竅門。

如迷宮般的購物中心、隱藏在住宅樓內的小店，深水埗必能滿足你想要體驗挖寶樂趣
的願望。此外，你甚至還可以安排一趟輕鬆的城市健行，換個方式，認識這片小區。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314號B1號
電話：+852 9248 5748

57

Vinyl Hero

這個唱片收藏庫，隱藏在人來人往的長沙灣道
一幢住宅大廈裡，音樂迷絕對不能錯過！人稱
「黑膠碟養父」的歐德成在愜意的小空間裡，
堆疊了一箱箱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推出的懷
舊黑膠唱片。唱片價格合理，且涵蓋各種音樂
類型。來挖寶前，記得先打個電話，確定有人
幫你開門喔！
地址：深水埗長沙灣道239號惠康大廈5樓D室
電話：+852 9841 7136

58

55

西九龍中心

走進這間深水埗唯一的大型商場，你或許會被它錯綜複雜的內部弄得暈頭轉向，除了逛時裝小店，
在餐館、小吃店尋覓美食外，還可以去室內溜冰場一展身姿。值得一提的是，商場裡還保留著香港
唯一一座室內過山車，雖然已經停止運作多年，但這個帶有濃濃懷舊味道的擺設，如今是年輕男女
的打卡熱點。

地址： 深水埗欽州街94A號（高登電腦中心）
深水埗福榮街146至152號（黃金電腦
商場）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37K號
電話：+852 2360 0982
網址：www.dragoncentre.com.hk

32

高登電腦中心及黃金電腦商場

商場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是時裝批發市場，現在
則是電玩迷的天堂！大廈外牆有一幅具立體感
的壁畫，十分吸睛。走進商場，一樓和地下室
分別是高登電腦中心和黃金電腦商場，密密麻
麻地開滿了專售最新電腦設備、遊戲和周邊商
品的小店。同一款產品，不同店家可能價格有
高低，下手前記得比比價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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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華扎作

61

1963年開業的「寶華扎作」恍如一個紙紮
博物館，除了衣服、房子等常見紙紮外，
店家也跟隨潮流，推出各式各樣的客製化
產品，智慧型手機、電吉他，甚至是電影
《星際大戰》裡的黑武士頭盔，都難不倒
他們。

登上嘉頓山頂，換個角度，遠
眺望深水埗。建議你在傍晚時
分登山，密密麻麻的街道、熙
來攘往的人群，夕陽西下的夢
幻一刻，繁忙的都市風貌盡在
眼前。嘉頓山簡單易達，登山
口就在巴域街上的美荷樓旁。

地址：深水埗福榮街2D號
電話：+852 2776 9171

60

華藝帆布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紅白藍帆布袋」
可謂在地人搬家必備好物。這個如今已成
為香港經典標記的帆布袋，由香港華藝帆
布老闆李華創造，他也被譽為「紅白藍之
父」。當年，他憑著一雙巧手，製造出容
量大且輕巧防水的帆布袋。現在，你依然
可以在華藝帆布、全記帆布（地址：醫局
街219號，電話：+852 2729 1054）或生
記帆布（地址：欽州街37號，電話：+852
2393 5073）買到它。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22B號
電話：+852 2748 7311

62

店小二小店

穿梭在南昌街一間間緞帶攤位之間，你會找到一家看
似雜亂卻暗藏驚喜的舊物店。前身是毛線店的小店不
但保留了許多原來的裝潢元素，而且堆滿了五花八門
的奇珍異寶，當中包括懷舊玩具、打字機、黑膠唱片
等，就連19世紀的食譜也能找到。
地址：深水埗南昌街100號

34

嘉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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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創意新浪潮

Midway Shop

小店的創意靈感來自店主在旅
遊期間遇到的人和事，夫妻倆
結合生活、設計和旅行，從各
地精心搜羅設計感十足的產
品，其中包括產自日本的櫻花
香皂和印花包包等，每一件都
盛載著獨特的旅途回憶。購物
之餘，你還可以和店主聊聊彼
此的旅行見聞，盡情分享旅行
的喜悅。店鋪逢星期一及二休
息。

各有特色的獨立小店開在老字號之間，前衛的藝術創作點綴大街小巷……在濃濃的老
區情懷中，散發著活力與創意，交織出深水埗別樹一幟的風景。

地址：深水埗基隆街132B號
電話：+852 3188 1951
網址：www.midway.voyage

65

皂工房

想在喧鬧的都市，靜下來呼吸一絲芬馥的香氣
嗎？來這家手工皂專門店就對了。店裡賣的薰
衣草、玫瑰、咖啡等香味的手工皂，都由各種
天然材料製成，用起來很安心。有空的話，不
妨參加他們開辦的課程或工作坊，學習自己動
手，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皂。他們以廣東話、
國語或英語授課，記得不要選錯喔！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1號
電話：+852 2677 8173
網址：www.savonworkshop.com

66

63

黑地

小店內滿是各式各樣有趣的家居用品和小物。
推薦你留意那些帶懷舊情調、在地生產的商
品，包括彩繪陶瓷、竹製蒸籠，甚至是鑄鐵雞
蛋仔模具等。此外，店裡也有一些外國品牌的
商品，像是美國的復古風Fire-King杯組，還有
來自日本的傢俱和玻璃器皿等，每一件，都是
店主的心頭好。

Toolss

這家採用開放式設計的小店集咖啡店與文具店於一身，你可以坐下來一邊欣賞店外風景，一邊細味
香濃咖啡，用慢活的態度放鬆身心。或者，你也可以翻翻店裡的雜誌，選些精美的文具，把心中的
雜念都寄託在一紙書上。

地址：深水埗偉智街38號福田大廈地下19
至20號
電話：+852 9806 1476

地址：深水埗偉智街38號福田大廈地下2至3號
電話：+852 3954 51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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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合舍

合舍是一個創意集中地，讓你一邊談
藝術，一邊認識在地文化。這裡由木
雕藝術家王天仁創辦，為了拉近鄰里
關係，經常舉辦展覽、分享會、工作
坊等多元活動，建議各位去之前查詢
一下當前的活動企劃喔！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86號
電話：+852 9751 7157

70

68

小島文具堂

召喚所有文具控！這家隱藏在五樓的
小店售賣琳琅滿目的精美文具，除了
最基本的紙筆外，還有一系列較罕有
的日本自來水筆，以及過百款從日本
和歐洲進口的墨水。要注意，小店只
在週末營業，避免吃閉門羹喔！
地址：深水埗欽州街65至71號榮業
商業大廈5樓504室

69

Openground

佔地兩層的Openground集咖啡室、書
店和藝術工作室於一身，不時邀請香
港重量級的藝術大師舉辦座談會和工
作坊。你更可以一邊喝杯香醇幼滑的
咖啡，一邊跟門小雷、江記等本地漫
畫家「舉杯」交談。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202號
電話：+852 6925 3889

71

D2 Place

大商場不一定千篇一律，到鄰近港鐵荔枝角
站D2出口的D2 Place看看吧！這裡沒有大型
連鎖商店，有的是時髦服裝店和在地小眾品
牌的快閃店，而定期舉辦人氣週末市集，推
廣在地文化和文創小店，為逛厭一般大商場
的血拼族塑造別具特色的購物體驗。
地址：深水埗長義街9及15號
電話：+852 3620 3098 (D2 Place One)
+852 2557 7988 (D2 Place Two)

地址：深水埗大南街198號
電話：+852 3974 5098

38

Parallel Space

在Openground旁邊的Parallel Space是個藝廊
兼展覽空間，經常策劃和舉辦文化工作坊、藝
術家座談會等各類藝文活動，包括期間限定的
植物展覽，以及跟知名攝影師夏永康共同企劃
的攝影展等。造訪前，可以先透過店家的IG帳
號，查看近期活動。

39

深水埗電影篇

深水埗電影地圖

張叔平

深水埗是許多港片和好萊塢鉅片的拍攝場地，
以下的場景你記得嗎？

經典造型的誕生

2001

《尖峰時刻2》
地點：大南街（p.5）、元州街

在電影《一代宗師》
裡，深水埗是個武林高手
臥虎藏龍之地，而原來幕
後的藝術大師 ─ 美術
指導及服裝設計師張叔平
也有從深水埗取材，為電
影設計出一襲襲漂亮精緻
的服飾。多年以來，張叔
平在深水埗醞釀了不少
靈感，建構屬於他的美學
世界。
直到現在，儘管張叔
平經常到世界各地採購布
料，但他仍然習慣每個月

逛一兩次深水埗，
是滿裕布行、華發
疋頭等店的常客。
「深水埗賣布的店鋪
很集中，每家都分門
別類，很容易找到合適
的布。附近更有配件材
料賣，有些賣花邊，有
些賣水晶、珠仔，很方
便，想要甚麼都有。」張
叔平說，深水埗正正因為
這些優點，吸引了不少
外國設計師前來這個布料
勝地。
聯繫深水埗和張
叔平的，還有他與店家
之間深厚的感情。熟
稔的店家除了提供隨
意自在的氛圍，還有
寄布樣等貼心服務，
更會因應他的要求
特製材料。而這些獨特
的材料，也成就了大銀
幕上一個個不同凡響的
經典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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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為了調查一宗走私案背後的陰
謀，成龍與著名諧星克里斯 • 塔
克（Chris Tucker）在掛滿招牌的
大南街，以及唐樓林立的元州街
飛奔穿梭。

《無間道》
地點：鴨寮街科寶膽機（p.30）
在開場的一幕，劉德華和梁朝偉
在這家高級音響店首次見面，兩
人坐下來陶醉地試聽蔡琴的經典
歌曲《被遺忘的時光》。

2011

《桃姐》
地點：基隆街（p.4）、通州街
2014

這部講述家傭桃姐（葉德嫻飾
演）和少爺Roger（劉德華飾
演）之間動人主僕情誼的電影，
大部分場面都在深水埗取景，把
在地人真實的草根生活搬上大
銀幕。

《變形金剛4：絕跡重生》
地點：大南街 （p.5）、南昌街
（p.6）

2017

《攻殼機動隊》
地點：大南街（p.5）

繁忙的深水埗瞬間成為汽車機
器人的戰場，博派和狂派在狹
窄的街道左穿右插，上演一場
世紀大戰，場面好不震撼！

由 性 感 女 星 史 嘉 蕾 •喬 韓 森
（Scarlett Johansson）主演的好
萊塢科幻大片，把CG技術玩得
出神入化，大量炫目的畫面以香
港街景為藍圖，包括遍佈霓虹招
牌的深水埗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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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人
推薦路線

歷史發現：訴說小區
故事的歷史遺蹟

丁新豹
香港歷史學者
香港歷史學者丁新豹教授認為，深
水埗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寶庫。這裡
許多地方都呈現香港中西合璧的特
色。到欽州街閑逛，你能看見深水
埗警署 ─ 典型西方新古典主義
建築，旁邊坐落了充滿中式風格的
唐樓。如果對香港近代史感興趣的
話，丁教授推薦你去美荷樓生活
館。生活館裡展示1950年代以來香
港公共房屋的環境和社會情況，讓
大家感受昔日香港的時光。

9

10

桂林街

深水埔
公立醫局
p.24

關帝廟
p.29

三太子
及北帝廟
p.29

鴨寮街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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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公園
p.25

8



深水埗警署
p.24

7



欽州街

6



寶血會女修院
p.23



YHA美荷樓
青年旅舍
p.22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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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食堂：在地人
熱愛的小店

蘇意霞
公和荳品廠老闆
蘇意霞在深水埗長大，以前她的家
人曾在公和荳品廠對面擺攤賣菜，
1997年蘇家接手小店。「年輕的時
候，我們要推很多貨物，非常辛苦。
幸好街坊鄰里常常幫忙。」她說，
深水埗有很濃厚的人情味。畢業後
蘇意霞曾在投資銀行工作，後來辭
職回到從小長大的小區。「深水埗
的餐廳和咖啡廳是居民的聚腳點。」
她說。「我們認識周圍的餐廳老闆，
大家會互相扶持……社區凝聚力
很高。」

8

生隆餅家
p.18

公和荳品廠
p.10

維記㗎啡粉麵
p.12

黑地
p.37

文博軒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p.26

嘉頓山
p.35

劉森記麵家
p.13

綠林甜品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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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趣：
感受深水埗活力

歐陽秉志
寶華扎作老闆
年輕時修讀設計系的歐陽秉志，畢業
後開始到父親的紙紮店幫忙，現在是
「寶華扎作」的第二代傳人。雖然家
住元朗，離深水埗很遠，但多年來他
幾乎每天都親自到店裡製作各式各樣
的新潮紙紮。被問到深水埗有甚麼吸
引著他時，歐陽秉志說：「雖然這
裡看起來很舊，但保留了濃濃的人情
味，而且有很多美食，又有很多東西
看。」他推薦遊客到全年無休的北河
街等露天市場逛一逛，創意力豐富的
朋友還能到汝州街、基隆街和南昌街
買不同的材料製作DIY小物。

8

9

何忠記
p.27

南昌街
（花邊街）
p.6

北河街
p.31

基隆街
（鈕扣街）
p.4

汝州街
（珠仔街）
p.3

添好運點心專門店
p.11

寶華扎作
p.34

高登電腦中心及
黃金電腦商場
p.33

坤記糕品專家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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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潮流天地：
新世代最愛的創業基地

任永鏘
Doughnut 創辦人
2010年，任永鏘（Rex）和拍檔鄭冠文
（Steven）創立了在地背包品牌Doughnut，
三年後更成功由網路販售轉戰實體通路，
在深水埗開設第一家實體店。Rex當初選
擇在深水埗扎根，是因為他看到了這裡的
潛力：「在很多人心目中，深水埗只是
個又窮又舊的小區，但其實這區是很好玩
的，很多年輕人都會專程來這裡買皮革布
料，吃一碗著名的『維記』豬肝麵，或到
黃金電腦商場逛街。」過去幾年，他見證
了深水埗從傳統舊區，慢慢發展成在地
創意品牌的集中地。他說：「Doughnut大
概是這裡開的第一家年輕設計品牌吧，現
在這裡開滿了有意思的小店，例如Café
Sausalito、合舍，還有大南街那邊的店
鋪。我們都會盡可能跟這些店主合作，舉
辦地攤、藝遊小區等活動，這樣做實際上
活化了這個社區。」

p.9

兄弟皮藝
（大南街）
p.5

Café Sausalito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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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阿里皮藝
（大南街）
p.5

合舍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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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hnut



尋寶城
（福榮街）
p.31

6



文記車仔麵
p.15

5



合益泰小食
p.17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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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

公和荳品廠
p.10

高登電腦中心及
黃金電腦商場
p.33





2

11

尋寶城
（福榮街）
p.31

合益泰小食
p.17





3

10

Doughnut
p.9

北河街
p.31





4

9

坤記糕品
專家
p.17

兄弟皮藝
（大南街）
p.5





8

5

50



6

7

三太子
及北帝廟
p.29

汝州街
（珠仔街）
p.3

51



一天之內，由歷史地標到創新設計小店，從喧鬧購物街到熱門
餐廳，走遍在地人精選的景點。

基隆街
（鈕扣街）
p.4



精華路線

鴨寮街
p.30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客諮詢服務

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
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及B
每日上午8:00至晚上9:00

香港西九龍站旅客諮詢中心
香港西九龍站B2層抵港大堂

港珠澳大橋（香港）旅客諮詢中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地下

香港島旅客諮詢中心
山頂露天廣場（凌霄閣及山頂
廣場之間）

羅湖資訊中心
羅湖客運大樓2樓入境大堂

每日上午11:00至晚上8:00

九龍旅客諮詢中心
（於2019年11月至2020年3月期間關閉以
進行改善工程）

尖沙咀天星碼頭
每日上午8:00至晚上8:00

HONG KONG TRAVEL BUDDY
歡迎旅客掃描QR碼，加「Hong Kong Travel Buddy」
成為好友，於LINE app內即時查詢觀光資訊！

旅遊熱線：
+852 2508 1234
info@discoverhongkong.com
DiscoverHongKong.com

資料截至2019年9月為準，其後如有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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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