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旅遊城市

概況 

香港文化東西薈萃、新舊交融， 

是亞洲最受歡迎的旅游城市之一。 

在色彩繽紛，動靜皆宜的優質生活中，

身旁有著高檔的購物商場，喧鬧的 

街市，也有古色古香的華人廟宇， 

巍峨聳立的大廈，流光溢彩的街道，

以及寧靜閑適的郊野。

香港持續開拓多元化的旅游產品，以

提升旅游業的吸引力，讓更多過夜及

高增值旅客訪港，同時發掘新興市場。

開展及推出全新的主題旅游，讓訪客

認識香港的古物古跡和文化藝術， 

體驗地道生活和自然風光，以及享受

郵輪之旅。 

此外舉辦更多大型盛事，例如國際 

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香港站，

以及 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 

香港分站賽事，均為香港增添旅游 

吸引力。

2017 年，訪港旅客達 5 847 萬人次。

旅遊景點 

香港繼續擴展世界級旅遊景點，推動

旅遊業發展。

‧ 根據主題公園協會最新發表的《全

球景點入場人數報告》，香港迪斯尼

樂園與香港海洋公園於全球主題 

公園中分別排名第 17 及 18 位。 

‧ 香港海洋公園擁有超過 80 個景點，

是世界級的海洋主題公園，並預計

於 2019 年上半年落成的全天候水上

樂園，以及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和香港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分別於

2018 年及 2021 年竣工后，可帶動

更多旅客訪港。

‧ 香港迪斯尼樂園度假區擁有超過

100 個景點，一直透過加入新主題

園區、設施和娛樂項目，致力豐富

賓客的體驗，是亞洲其中一個最受

歡迎及最佳的主題度假區。2017 年

萬眾期待的「鐵甲奇俠飛行之旅」及

「迪斯尼探索家度假酒店」開幕后，

緊接而至的是第一期擴建及發展計

劃，預期在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

陸續推出新景點。

郵輪碼頭  

啟德郵輪碼頭設備先進，可同時接待

兩艘世界最大的郵輪，鞏固了香港 

作為主要郵輪樞紐的地位。 

郵輪碼頭設有寬敞的候船區和服務區，

以及坐擁 360 度環回的維多利亞港景

致，配套設施完善，佔地 23 000 平方米

的頂層空中花園，充分滿足新世代超

級郵輪旅客的要求。此外，碼頭開放

式設計與充滿靈活性的寬敞室內空間，

是極佳的表演及活動場所。 

郵輪碼頭於 2017 年接待約 190 船次的

郵輪停泊，連同海運碼頭及其他停泊設

施，香港於 2017 年共接待逾 245 船次

的郵輪停泊。

香港是郵輪公司拓展「飛航郵輪」業務

的理想目的地，對希望體驗亞洲風情

的長途旅客極具吸引力。

美食天堂 

香港的「米芝蓮餐廳」位居世界上價格

最相宜的米芝蓮餐廳之列。2018 年 

《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推介 227 家 

香港食肆，其中有 63 家榮獲米芝蓮一

至三星評級，當中更有不少食肆供應

價廉物美的地道美食。 

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禮」， 

一方面盡展環球佳釀和美食，同時 

進一步提升香港亞洲美食之都的地位。

亞洲首選會展旅遊之都 

香港是亞洲首選的會議、展覽及獎勵

旅游（會展旅游）的理想目的地。 

2017 年，香港接待了約 193 萬名過夜

的會展旅客。

2017 年，香港榮獲《Business 

Traveller Asia-Pacific》雜志選為

「亞洲最佳商務城市」，並獲《Smart 

Travel Asia Award》雜志選為「亞洲最

佳商務城市」。2016 年，香港獲《World 

Travel Awards》評為「亞洲領先會議

展覽旅游城市」。 

香港現時擁有多個世界級場地，可供

舉行不同規模的會議和展覽活動。 

位於市中心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毗鄰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以及 

座落九龍灣的國際展貿中心均是本港

的主要會展場地。此外，啟德郵輪碼

頭也是舉辦會展活動的理想場地。

精彩活動

香港旅游發展局舉辦多項備受歡迎的

活動，例如新春花車巡游、香港單車

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香港繽紛冬

日節及除夕倒數。同時，Clockenflap

等活動亦吸引各國音樂人雲集香港。

年內，香港舉辦了多項不同類型的國際

大型賽事，包括 2017 年 12 月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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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香港站賽事，以及 2018 年 1 月首度 

舉行的 Volvo Ocean Race 環球帆船賽 

香港分站。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既是城中最著名的

年度體壇大事，全球矚目，網羅世界頂

尖球隊來港比賽，期間吸引大量來自世

界各地的球迷訪港觀賽。

生態旅遊       

或許沒有多少城市可像香港般，在市中

心咫尺之遙的地方已有那麼多優美的郊

野景色。香港現時有不少土地屬受保護

郊野，包括 24 個郊野公園，22 個特別

地區和 5 個海岸公園，享有風景怡人的

山巒、茂林、水塘和海岸，其中大部分

地方均可從市區前往，交通便捷。 

壯觀的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

公園位於香港東面，其中罕見的六角形

火山岩柱舉世知名。此外，香港還有萬

千讓大自然愛好者樂而忘返的遠足徑、

島嶼等綠色旅游景點。 

香港不少遠足徑均可從市區前往，交通

便捷。其中麥理浩徑全長 100 公裡， 

並於 2016 年榮獲《國家地理雜志》 

列為「全球 20 條最佳行山路徑」之一。

文物保育 

香港目前有 117 項法定古跡，包括歷史

建筑、古炮台、石刻和考古遺址。

「活化歷史建筑伙伴計劃」邀請非牟利

機構，把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筑活化成文

化地標，在保持建筑原貌的同時，亦能

物盡其用。 

經活化后，前北九龍裁判法院（現為

薩瓦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美荷

樓（現為 YHA 美荷樓青年旅舍），以及

舊大埔警署（現為綠匯學苑）分別獲頒

2011 年、2015 年和 2016 年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

保護獎的榮譽獎﹔而舊大澳警署經活化

后（現為大澳文物酒店）則獲 2013 年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亞太區 

文化遺產保護獎的優異項目獎﹔藍屋 

建筑群更獲頒 2017 年聯合國教育、 

科學及文化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

最高榮譽的卓越獎項。 

計劃下的其他活化項目包括前荔枝角 

醫院活化為饒宗頤文化館，推廣中華 

文化﹔雷生春活化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藥學院 ─ 雷生春堂﹔而石屋已活化為

石屋家園。除活化計劃外，其他的保育

歷史建筑項目還包括已活化為標志性 

創意中心「元創方」的荷李活道前已婚 

警察宿舍﹔以及 19 世紀中期落成的 

中區警署建筑群，現正活化為「大館」，

將結合文物、當代藝術及消閑設施， 

成為充滿活力的藝術中心。  

原域多利軍營內由英軍於 1843 年至

1874 年興建的彈藥庫，現已活化為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的藝術展覽場地。 

這個文化藝術及知識交流中心於 2016 年

獲美國建筑師學會頒發美國建筑師學會

榮譽獎。

海濱發展 

維多利亞港兩岸海濱正不斷優化，增設

步道、公園及其他美化設施。

「飛躍啟德」計劃把前啟德機場跑道末

端和毗鄰的區域，共同發展為世界級 

旅游、娛樂及休閑樞紐，吸引市民和 

外地訪客游覽。

供公眾享用的觀塘海濱花園是一片富 

吸引力且充滿活力的海濱休憩空間， 

而毗鄰的三幅用地亦將加建設施，作為

創意藝術文化用途。 

位於中環海濱的香港海事博物館，展現

香港的海事歷史文化。

金鐘的添馬公園佔地約 1.76 公頃， 

設有園景花園、特色水景、觀景台及 

露天劇場，而毗鄰的中環海濱活動 

空間，則可舉辦各類精彩活動。

政府考慮在灣仔北經銅鑼灣至北角的 

海濱地段，發展為藝術及文化區、以

「水」為主題的公園區、水上康樂區、

文化歷史區，以及休閑及活動區。

「幻彩詠香江」於 2017 年 12 月揭開 

新的一頁，透過新的音樂及燈光效果 

匯演，將香港的城市景觀轉化成真正的 

交響樂章。此外，其他海濱景點包括 

巨型摩天輪及全年不輟的藝壇活動和 

嘉年華。

節慶活動   

香港文化中西薈萃，不論是中式節日還

是西式慶典，市民均盡情慶祝。例如 

農歷新年、中秋節和本地獨有的慶祝 

活動「長洲太平清醮」（包山節）、大澳

端午龍舟游涌、大坑舞火龍和盂蘭 

勝會，以及廣受歡迎的聖誕節、復活節、

萬聖節、情人節及德國啤酒節等。 

藝術活動方面有香港藝術節、香港國際

電影節、「法國五月」藝術節、中國 

戲曲節和國際綜藝合家歡等，而新視野

藝術節和世界文化藝術節則是每兩年 

一次輪流在秋季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