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二零二三年四月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至 
二零二三年五月

咫尺自然‧就在香港2022 - 2023 （冬季篇） 	- 其他 	- 香港旅遊發展局

二至四月 Talent Game On 2K23 	- 其他 
（人才配對及香港 
創科職業博覽）

	- 香港科技園公司

三月二日至四月十六日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2023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香港貿發局

三月三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米羅的詩想日常」展覽 	- 展覽會 	- 香港藝術館
	- 胡安‧米羅基金會

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三十日 裘槎科學周2023 	- 其他 	- 香港科學館
	- 裘槎基金會
	- 教育局

三月二十二日起 藝聚香港 	- 其他 	- 香港旅遊發展局

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日 The Collectors’ Choice Art Exhibition 	- 展覽 	- 香港藝術中心
	- 香港藝術學院

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日 HKT x 西九音樂節 	- 舞台表演 	-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三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九日 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 	- 展覽會 	- 香港文化博物館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日 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

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二日 國泰 /滙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2023 	- 賽事 	- 香港欖球總會

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十六日 香港科學節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香港科學館

四月三至十六日 SDG Fairbreak女子 T20 板球邀請賽 2023 	- 賽事 	- 香港板球總會

四月七至十日 Hong Kong Lacrosse Open 2023  

（中文名稱待定）
	- 賽事 	- 香港棍網球總會

四月十一至十三日 環球資源消費電子展 	- 展覽會 	- 環球資源

四月十二至十五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春季燈飾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二至十五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春季電子產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二至十五日 香港國際創科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二至十五日 智慧香港展館 	- 展覽會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四月十三日 FIA Forum Hong Kong 	- 會議 	- 香港交易所

四月十三至十四日 2023數字經濟峰會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數碼港

四月十六日 第四十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 其他（頒獎典禮） 	-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有限公司

四月十八至二十一日 環球資源品質生活 x 時尚產品展 	- 展覽會 	- 環球資源

四月十八至二十一日 環球資源移動電子展 	- 展覽會 	- 環球資源

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亞洲授權業會議 	- 會議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授權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香港時尚家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家用紡織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香港大型活動年表
	（由二零二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香港時裝節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禮品及贈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四月十九至二十二日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 華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四月十九日至七月九日 「虛擬凡爾賽宮之旅」展覽 	- 展覽會 	- 香港文化博物館
	- 凡爾賽宮
	- 法國五月藝術節

四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日 香港流行文化節2023 	- 展覽會
	- 舞台表演
	- 其他（電影放影）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四月二十四日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合作- 
主題會議

	- 會議 主辦機構
	- 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
	-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支持機構：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 香港金融管理局

四月二十八日 電梯募投比賽（EPIC）2023 	- 賽事 	- 香港科技園公司

四至五月 包山嘉年華2023 	- 戶外活動
	- 賽事
	- 全港節慶
	- 活動 /嘉年華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香港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

四至六月 法國五月藝術節 	- 其他 	- 法國文化推廣辦公室

四至八月 第66屆體育節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二零二三年五月

五月三至五日 第五十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中小企業工作小組會議及
相關活動

	- 會議 	- 工業貿易署

五月三日至九月四日 無中生有 - 香港電影美術及服裝造型展 	- 展覽會 	- 香港文化博物館

五月五日 2023年調解為先承諾書活動
調解為先 :同行共濟 共繪新篇

	- 研討會 /講座 	- 律政司
	- 香港貿發局

五月九日 金發局 x GIIN論壇 - 引領亞洲影響力投資的未來 	- 會議 	- 香港金融發展局
	- GIIN全球影響力投資聯盟

五月十至十二日 HOFEX 2023 	- 展覽會 	- 亞洲英富曼會展有限公司

五月十至十二日 ProWine Hong Kong 

（中文名稱待定）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Messe Düsseldorf China
	- Informa Markets

五月十五至十六日 LME亞洲年會 2023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交易所

五月十六至十七日 2023醫院管理局研討大會 	- 研討會 /講座 	- 醫院管理局

五月十六至十八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五月十六至三十一日 國際醫療健康周 	- 會議
	- 展覽會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貿發局

五月十七至十八日 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 	- 會議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貿發局

五月十九日至十月十八日 天生我「材」- 材料科學與設計 	- 展覽會 	- 香港科學館
	- 倫敦設計博物館

五月二十日 基因組醫學新時代：研究、培訓與臨床應用 	- 會議 	- 香港基因組中心及香港醫學 
專科學院

五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 Radical Finance 2023 Asia 	- 會議 	- Finoverse

二零二三年六月

六月九至十一日 第 44 屆亞太牙科大會 	- 會議 	- 香港牙醫學會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六月十三至十八日 FIVB世界女排聯賽香港2023 	- 賽事 	- 香港排球總會

六月十四日 香港交易所23周年誌慶 	- 其他（誌慶） 	- 香港交易所

六月十四至十八日 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第十屆雙年會 	- 會議 	- 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

六月十六日至十月八日 中國戲曲節2023及棚戲 	- 舞台表演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六月二十至二十三日 DMP大灣區工業博覽會 	- 展覽會 	- 訊通展覽公司

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 2023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 賽事 	- 香港旅遊發展局
	-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六月二十九日
（暫定）

「全民節能減碳2023」運動典禮 	- 其他 	- 環境及生態局
	- 機電工程署

六至十一月 咫尺自然‧就在香港2023 - 2024 （夏季篇） 	- 其他 	- 香港旅遊發展局

二零二三年六月至 
二零二四年六月

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 賽事 	- 體育委員會

二零二三年七月

七月四日 創業快綫決選 	- 賽事 	- 香港貿發局

七月四至五日 2023年亞太域名系統論壇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
	- 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
構

七月八、九、十五、十六、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
三十日及八月五、六日

Harbour Chill Carnival （中文名稱待定） 	- 戶外活動 	- 香港旅遊發展局

七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三日 國際綜藝合家歡2023 	- 舞台表演
	- 其他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七月十五至十六日 亞洲青少年柔道公開賽（香港）2023 	- 賽事 	-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七月十七至十九日 Asia’s 50 Best Bars 2023 	- 其他 	- Asia’s 50 Best Bars

七月十九至二十五日 香港書展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七月十九至二十五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運動消閒博覽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七月十九至二十五日 香港貿發局零食世界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 創科遊學館開放日 /創科教育節 	- 其他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一日 香港動漫電玩節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同德企業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四日

宋懷桂：藝術先鋒與時尚教母 	- 展覽會 	- M+

七月（暫定） 債券通周年論壇2023 	- 會議 	- 香港交易所

七 /八月 2023數碼娛樂領袖論壇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數碼港

七至九月 /十至十二月
（暫定）

國際建造領導高峰會 	- 研討會 /講座 	- 發展局

二零二三年下半年 《魔雪奇緣》主題園區魔雪奇緣世界開幕 	- 其他 	- 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八月

八月四至六日 2023年亞大洋洲肥胖會議 	- 會議 	- 香港肥胖學會

八月四至十五日（暫定） 根與魂 - 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
	- 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中心

八月六日 全民運動日2023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八月十七至十九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茶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八月十七至十九日 美食商貿博覽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八月十七至二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八月十七至二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家電‧家品‧博覽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八月十七至二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美與健生活博覽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八月十七至二十七日 The 11th Asian Junior Wushu Championships in 2023

（中文名稱待定）
	- 賽事 	- 香港武術聯會

八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 第十八屆亞洲器官移植協會大會 	- 會議 	- 香港移植學會

八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 亞洲成人博覽 	- 展覽會 	- 香港美縱展覽有限公司

八月（暫定）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2023亞洲會議 	- 會議 	- 哈佛亞洲暨國際關係計劃

八月 The 11th World Shuttlecock Championships

（中文名稱待定）
	- 賽事 	- 香港足毽總會

八月（暫定） 2023 「創客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創新創業大賽 -  
香港分站賽

	- 賽事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數碼港

二零二三年九月

九月一至三日 2023盂蘭文化節 	- 戶外活動 	-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九月四至八日 生物科技峰會2023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交易所

九月五至九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鐘表展 /國際名表薈萃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九月六至八日 亞洲國際果蔬展覽會 	- 展覽會 	- Global Produce Events （HK） 
Co., Limited

九月六至九日 香港國際時尚匯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九月八至十日 亞洲盃（抱石及速度）2023 	- 賽事 	-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

九月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 三城記 - 明清時期的粵港澳灣區與絲綢外銷 	- 展覽會 	- 香港藝術館
	- 廣東省博物館
	- 澳門博物館

九月十二或十五日（暫定） 「一帶一路」國際聯盟年度圓桌會議 	- 其他 	- 香港貿發局

九月十二至十七日 二零二三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滙豐世界羽聯世界
巡迴賽超級500

	- 賽事 	- 香港羽毛球總會

九月十三至十四日（暫定） 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貿發局

九月十三至十五日 網絡警政國際論壇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警察

九月十七至二十一日 第71屆國際纜車監管機構會議 	- 會議 	- 機電工程署

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日 癸卯年中秋綵燈會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九月 第六屆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周慶祝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130周年（名稱暫定）

	- 會議 	- 海牙國際私法會議亞太區域 
辦事處 
（律政司予以支持）

九月（暫定） 機電．啟航 	- 其他 	- 機電工程署

九月 /十月 Sourcing Fair 2023 （中文名稱待定） 	- 研討會 /講座
	- 展覽會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二零二三年九月至 
二零二四年一月

「凝視三星堆」
（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 四川省文物局

二零二三年十月

十月一日 二零二三年國慶煙花匯演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統籌）

十月六至八日（暫定） 沙特阿美石油高爾夫球團體系列賽 	- 賽事 	-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十月十三至十六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十月十三至十六日 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 慕尼黑國際博覽亞洲有限公司

十月十六至二十日 香港仲裁周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十月十六至二十二日
（暫定）

保誠香港網球公開賽2023 	- 賽事 	- 香港網球總會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八日至 
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保赤安良145年：以善心建善業（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香港文化博物館

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新視野藝術節2023 	- 舞台表演
	- 其他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十月二十二日 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 	- 賽事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國際環保博覽 2023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 戶外活動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香港國際戶外及科技照明博覽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十月二十七至三十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十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 2023 Asia Triathlon Cup and Asia Triathlon Youth 
Championship Hong Kong 

（中文名稱待定）

	- 賽事 	-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三日 金融科技周2023 	- 會議
	- 展覽會

	- 投資推廣署

十月（暫定） 2023/24 投資法及國際投資爭端調解技巧培訓課程 	- 研討會 /講座 	- 律政司
	-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
	- 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

十月（暫定） 香港六人板球賽 	- 賽事 	- 香港板球總會

十月（暫定） 香港交易所盃2023 	- 賽事 	- 香港交易所

二零二三年十月至 
二零二四年二月

提香及16世紀威尼斯畫家–烏菲茲美術館珍藏展 
（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香港藝術館
	- 意大利烏菲茲美術館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至三十日 香港博物館節2023 	- 全港節慶活動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十一月一至三十日 品味全城 	- 全港節慶活動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一月三至五日 
（暫定）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美酒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十一月六至七日 第五屆聯合國貿法委亞太司法會議 
（香港法律周2023的一部分）

	- 會議 	- 律政司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亞洲及
太平洋區域中心

十一月六至十日 香港法律周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律政司

十一月八日 2023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其他  
（頒獎典禮）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十一月八至十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眼鏡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十一月八至十日 第十五屆亞洲預防齒科學會國際會議 	- 會議 	- 香港預防齒科學會

十一月八至十七日 創業節2023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展覽會

	- 投資推廣署

十一月九至十二日（暫定） 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 2023 	- 賽事 	-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日（暫定） 2023國際汽聯世界拉力越野錦標賽 	- 賽事 	- 香港汽車會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十一月十二日
（暫定）

新世界維港泳 2023 	- 賽事 	- 中國香港游泳總會

十一月十三至十八日 香港桂冠論壇 	- 論壇 	- 香港桂冠論壇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零二四年三月四日

倫敦國家美術館名作（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零二四年四月八日

迁想無界 - 韓秉華藝術與設計展 	- 展覽會 	- 香港文化博物館

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五日 香港海運週2023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海運港口局

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 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 2023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貿發局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 2023年亞太中風大會 	- 會議 	- 香港中風學會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 機電工程署成立75周年慶典暨歡聚日 	- 展覽會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機電工程署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至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繽紛冬日巡禮2023 	- 其他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 
十二月二日

設計營商周 	- 研討會 /講座
	- 展覽

	- 香港設計中心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 
十二月三日（暫定）

二零二三香港壁球公開賽 	- 賽事 	- 香港壁球總會

十一月 2023數碼港創業投資論壇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數碼港

十一月（暫定） 「2023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講座系列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科學館
	-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 教育局

十一月（暫定） 2023 FIBA 3x3 世界巡迴賽香港大師賽 	- 賽事 	- 香港籃球總會

十一月（暫定）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 會議 	- 香港金融管理局

十一月 /十二月 智瞻2024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十一至十二月 2023邵逸夫獎 	- 展覽
	- 研討會 /講座

	- 香港科學館
	- 邵逸夫獎基金會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至 
二零二四年一月中（暫定）

西貢海藝術節 	- 其他 	- 旅遊事務署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十二月三日（暫定） 香港街馬2023 	- 戶外活動 	- 全城街馬

十二月五至六日 香港論壇 	- 會議 	- 香港貿發局
	- 環球香港商業協會聯盟

十二月五至八日 第二十二屆亞太資訊及通訊科技大獎 	- 賽事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 香港電腦學會

十二月七至八日 香港貿發局創業日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貿發局

十二月七至八日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香港貿發局
	- 香港設計中心

十二月十一至十五日 首屆海牙國際法學院香港高階課程（名稱暫定） 	- 研討會 /講座 	- 律政司
	- 海牙國際法學院
	- 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

十二月十五至十七日 第16屆亞太玻璃體視網膜學會大會 	- 會議 	- 亞太玻璃體視網膜學會

十二月十五至二十九日
（暫定）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2023 	- 賽事 	-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至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

2023-24 香港跨年倒數 	- 戶外活動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二月（暫定） 亞洲保險論壇 2023 	- 研討會 /講座 	- 保險業監管局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性質 主辦機關

十二月（暫定） DesignInspire

（中文名稱待定）
	- 其他 	- 香港貿發局

十二月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頒獎典禮 	- 其他（頒獎典禮） 	- 環境運動委員會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至 
二零二四年五月（暫定）

咫尺自然‧就在香港2023 - 2024 （冬季篇） 	- 其他 	-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二月（暫定） 香港交易所社商創效峰會 	- 研討會 /講座
	- 展覽會

	- 香港交易所

十二月（暫定） 強積金研討會2023 	- 研討會 /講座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十二月 The 1st Asian Shuttlecock Championships and 
Asian Youth Shuttlecock Championships 

（中文名稱待定）

	- 賽事 	- 香港足毽總會

二零二四年一月

一月八至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一月八至十一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用品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一月八至十一日 香港國際文具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 法蘭克褔展覽（香港）有限公司

一月二十一日（暫定） 渣打香港馬拉松2024 	- 賽事 	- 香港田徑總會

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 亞洲金融論壇 	- 會議
	- 展覽會

	- 香港貿發局

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 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 展覽會
	- 公眾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二零二四年二月

二月十日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 戶外活動 	- 香港旅遊發展局

二月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農曆新年煙花匯演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統籌）

二月十四日 龍年首個交易日開市儀式 	- 其他 
（開市儀式）

	- 香港交易所

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 甲辰年元宵綵燈會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四日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珠寶展 	- 展覽會
	- 商貿活動

	- 香港貿發局

二月（暫定） IOSCO Asia 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 meetings and 
SFC Regulatory Forum

	- 會議
	- 研討會 /講座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二零二四年三月

三月十一至十四日（暫定） 香港國際影視展 	- 展覽會 	- 香港貿發局

三月十一至十四日（暫定） EntertainmentPulse 	- 會議 	- 香港貿發局

三月十三日（暫定） MarketingPulse & eTailingPulse 	- 會議 	- 香港貿發局

三月十四至十七日（暫定） 2024 UCI 國家盃場地單車賽（中國香港） 	- 賽事 	-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

三月（暫定）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世界貨運研討會2024 	- 會議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三月（暫定） 香港建築師學會巡迴建築展 - 香港站（待定） 	- 展覽會 	-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年展基金會

三月至四月 裘槎科學周2024 	- 其他 	- 香港科學館
	- 裘槎基金會
	- 教育局

三月至四月（暫定）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2024 	- 全港節慶活動 / 
嘉年華會

	- 香港貿發局

三月至六月 藝術@維港2024 （名稱暫定） 	- 展覽會 	- 藝術推廣辦事處
	- 科學推廣組

更新日期：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