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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提起香港旅游，如果要你给她贴3个卖点标签，相信无论是否去过，当中必有一个标签属于“购物

”。自由岛的免税、全球同步引领至IN至酷潮流、消费界之无所不卖其极，这3个撒手锏，足以

令清心寡欲的人在香港物欲横流起来。只有在频频买单买单再买单之后，你才终于明了香港购物

的真谛。

   

1、购什么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名牌：在香港购名牌，只用内地一半价钱即可；许多品牌是内地见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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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

香港服装新颖时髦，丰俭由人。此外，香港的顶级皮草价格只是英国的50％、日本的75％，十分

划算。

化妆品：

香港云集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化妆品著名品牌。虽然一般没有减价季节，但99%都有可观的差价

。

珠宝首饰：

游客去香港在珠宝首饰方面的花钱是最多的。香港满大街都是珠宝金行，均受“黄金标注法令”

约束，有可靠的成色保证。

数码产品：

1、便宜，基本只有内地的三分之二左右；2、款式新，全球同步上市；3、一些知名品牌的行货可

以在全国联保。

名表眼镜：香港是世界名表、名眼镜的汇聚地，你几乎可以买到想要的任一世界品牌。

书：香港的文化东西融合、华洋杂陈，多元化的格局也表现在书店中。

淘各种货：

古董、儿童玩具、花鸟、海味、药材、玉器⋯⋯汪洋大海般的货极具专业精神地分类摆在各条街

上，只等你去淘。

   

2、去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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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扫货，事先了解藏宝地非常必要。香港购物区比较集中，主要分为九龙及香港岛两个地段

，九龙以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4个为重点；香港岛以中环、北角、金钟、铜锣湾4处为重

点。如果你时间较短，则尖沙咀、中环和铜锣湾为必逛重地。因此随后相应的交通、美食和住宿

重点介绍这三个区域。

   

3、什么时间去购

香港每年都有换季大减价的时候，岁末尤其是圣诞节前是一个减价高峰，其次7至10月也是换季大

减价的第二好时机，一些好东西低至五折以下。

   

4、活动促销：缤纷冬日节

香港节庆年中，12月的“缤纷冬日节”里，将有冬季大减价、节日美食推广、维港灯饰及各大旅

                                                 6 / 82



�������

香港购物2011
游热点圣诞主题活动等活动。 

   

5、冬季大减价购物潮

2010年冬天，香港举港上下各个店铺将全面举行冬季大减价。只要看到贴有"优质旅游服务"标志

的店铺，都可以放心地买，因为这是香港旅游局主办的。登录以下网站可查阅计划认可的店铺名

单。

网址：http://DiscoverHongKong.com/q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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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行回馈礼

到海港城和时代广场里标有“优质旅游服务”计划的指定店内刷工行信用卡消费，会有惊喜的礼

物等你拿。此外，最高消费前500名，更能得到港币15万元的重礼！

   

7、节日美食推广

冬日节期间，部分美食店将推出自己的优惠节日菜单，你可千万别错过哟！

   

8、住宿优惠

冬日节期间，香港部分酒店推出3日／2夜住宿优惠，比如，湾仔的中档酒店利景酒店平时最低价1

400元/天，现在3日/2夜的优惠价仅为1680元，简直是白送了一夜再送你一个灿烂的白天，超值！

订房时，请说出优惠“暗号”——“WF2010”才有效。

   

9、夜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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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圣诞及新年期间，正是夜游香港美景的最佳时候！市内许多高楼大厦及维港两岸，都会纷纷挂上

五光十色的节日灯饰，令夜香港更添魅力。

在官网上下载电子优惠券，凭券购买2张成人票参加各大夜游团活动，还可获一位儿童免费的优惠

。

网址：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festivehk2010/sc/winter/tour_coup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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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饰淘货

女人街－通菜街

很多到过香港的人可能没到过迪斯尼，但却到过女人街，因为它的名气之响，堪称香港扫货地标

。在一条全长只有约1公里的露天街上，摊铺挤挤挨挨，以女装为主，各式各样女性廉价商品应有

尽有，满街只见拎着大包小袋还贪婪地左顾右盼之女人们。

除了露天摊挡，街道两旁还有出售衣食住行用品的小店，如果你能找到在这里已经营了十年的“

球记”，你就能买到现在香港很流行的越南民族绣花鞋、钉珠绣花鞋，只需几十元港币，据说连

陈慧琳也有一对这样的鞋呢。

地点：九龙旺角通菜街，港铁旺角站E2出口

开放时间：12:00－23:30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男人街－庙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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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人街就有男人街。庙街是香港有名的“男人街”，古惑仔里的刀光剑影曾使年少的我们极为

向往。这条为男人准备的不折不扣的不夜街，每当入夜灯火通明，两旁摊铺满当，扫货的人流永

无停息。在这里你可以买到男装衣服、手表、激光唱片、电子产品、玩具、电脑硬件，甚至钢笔

和旅行袋等玩意儿，便宜到笑。一些会做生意的香港人在此开起了海鲜和熟食小吃做宵夜，风味

极佳。入夜后更会有一些特别摊档营业，如唱戏、占卜、算命、气功、卖药等等，你会以为置身

于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此外，庙街也是烟花之地，有很多卖翻版、冒牌及色情物的摊档，街旁更

能见到勤劳的妓女。

旅人提示：1、可与摊主砍价；2、龙蛇混杂的地方请多加注意自己的钱包。

地址：港铁油麻地站C出口，或港铁佐敦站A出口，右转沿佐敦道步行三个街口

开放时间：16:00－24:00

波鞋街－花园街

花园街另一个绰号“波鞋街”。潮流青年们个个都是波鞋狂人，他们不屑于去Nike、Adidas的专

卖店去买大路货，反倒喜欢到波鞋街来寻与众不同。许多运动鞋品牌都会生产与不同艺术家、设

计师联合推出的限量版。波鞋街便是这些限量版球鞋的天堂，价格可是一点都不便宜。喜欢这种

淘宝乐趣的朋友们一定不虚此行。

地址：九龙旺角花园街港铁旺角站D3出口，沿亚皆老街步行3分钟 

开放时间：11:00－21:30

出口成衣店－加连威老道

价廉的出口成衣店集中地。潮流集中地，有许多质优价廉的化妆品店及潮流服饰店，从日本原宿

到欧美街头风格均可见到，价格便宜还有得商量，当然，香港人做生意与内地有所不同，如果你

还的价与标价相差悬殊，店老板是不会再招呼你回来的。

这条街上除了有莎莎、卓悦、TBS和H2O等的专营店外，已经营数十年的“龙城大药房”不可不

看。

营业时间要到午夜12点才会结束，这与北京甚至上海的商街晚上九十点钟必定让你吃闭门羹的惯

例不同，无论是朋友小聚或会议宴请之后，还是逛到所有大商场（香港的大型购物中心一般21：3

0左右关门）都关门之后，再来这里一逛都会让人更加尽兴。

地址：尖沙咀B1出口，从弥敦道右转

开放时间：11:00－24:00

品牌云集－柏丽大道

位于尖沙咀心脏地带，长200米，不分昼夜都挤满购物族。夹道商店林立，从国际名牌到香港本地

精品，应有尽有。

地址：港铁尖沙咀站A出口

开放时间：10:00－22:00

本地时装新贵－金巴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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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时装新贵。

地址：尖沙咀港铁站B1出口向右行，沿弥敦道前行即至。

廉价大众时髦时装－渣甸坊

露天摊，卖廉价服装、配饰和生活杂货，包括美发用品、袋子、纺织品、手机配件及家居用品等

。

地址：港铁铜锣湾站F出口

开放时间：11:00－21:30

露天集市－利源东、西街

两条并列的旧式小巷弄，形成一个小型露天集市，售卖廉价成衣、服饰、手表、珠宝、行李箱和

鞋等，也提供量身订做服装。

地址：港铁中环站C出口，沿德辅道中往上环方向走

开放时间：10：00-19：00

(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中港城outlet

香港市区的首间名店折扣商场，六层，连着中国客运码头，拥有超过100间店铺及餐馆，面向维多

利亚港，风景靓暴镜。约有20个知名时装名店全年提供低至三折优惠，品牌包括Cour

Carr�、Esprit、Tough、Tie Rack、Embry Form、G2000、ISA、Lafuma、Cotima及Marathon

Sports、Mirabell、Kappa等名店。

地点：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3号，港铁尖沙咀站A1出口

开放时间：10：00-21：00

电话：31190288

网址：http://www.chk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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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怡工贸中心

家具和服饰折扣店的集中地，在此可以轻易找到价格低廉的商品。

交通：中环交易广场巴士总站搭乘M590线巴士至海怡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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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种淘货

古董街－荷李活道、摩罗上街

这两条街都是香港古董交易的大本营，街上古董店林立，有珍贵罕有的中式古董，也有杂货，如

便宜手表、古钱、玉丝织品、刺绣和木制品等。

荷李活道

地址：港铁中环站D2出口右转至戏院里，沿皇后大道中往中环中心方向，再乘半山自动扶梯往荷

李活道。

开放时间：11：00-18：00

摩罗上街

地址：港铁上环站A2出口，沿禧利街步行往皇后大道中，转右沿楼梯上至摩罗街。

跳蚤市场－鸭寮街

商店及货摊不胜枚举，塞满价格吸引人的全新及二手电子产品、影音产品及电讯器材，也有价廉

物美的古董手表、旧钱币或古物。

地址：港铁深水埗站C2出口

开放时间：12: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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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雀鸟花园－园圃街

就这么说吧，整条街全是鸟和跟鸟有关的东西在卖。各类唱雀和观赏性鸟雀，还有林林总总木制

或竹制的精致鸟笼，以及雀鸟饲养用品。

地址：港铁太子站B2出口，沿太子道西向港铁旺角东站方向步行15分钟

开放时间：7:00－20:00

赤柱市集

赤柱除了拥有一个优美的海滩外，露天市集也是此地的焦点之一，来赤柱的游客和本地人，一多

半是冲着赤柱市场而来。其实赤柱市场出售的货物也无非是成衣、牛仔裤、旅游用品、古玩之类

，和城里其他地方的东西差不多，只是更低廉一些。在这里购物，尽可以大胆砍价，像很多内地

城市里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一般，非常有亲切感。如果眼光好会淘的话，在这里也能买到正牌的美

国牛仔裤，样式质地都不错，不知比外面服饰店里便宜多少。来赤柱非常适合挑选手信带回家，

物美价廉基本上已经成了赤柱市场的宣传口号了。

交通：于港铁香港站D出口步行至中环交易广场巴士总站，乘坐6、6A、6X、260号巴士前往赤柱

（途经浅水湾）或在西湾河码头乘搭14号巴士。或在港铁柴湾站及铜锣湾登龙街可分别乘搭16M

或40号专线小巴往赤柱。

营业时间：10: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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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市场、玉器街

玉器市场内设有约400个玉器摊子，兜售各式玉器，上至罕有珍贵的玉雕刻，下至精致廉价的小饰

物，一应俱全，只是如果不识货的话，玉器们看起来全是真的或全是假的。附近的一段广东道（

介于甘肃街和佐敦道之间），设有不少玉石商店，是著名的玉器街。在广东道与佐敦道交界处，

更摆放了一件三吨多重的玉石作为地标。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玉器市场

地址：九龙油麻地甘肃街及炮台街交界

开放时间：10：00-17：00

玉器街

地址：九龙油麻地甘肃街与佐敦道之间的广东道（港铁油麻地站C出口，沿弥敦道步行至众坊街

，再步行15分钟至广东道）。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六10:00－16:00

数码、电器－西洋菜街

购买相机、影音、电子及电讯产品的黄金地段，多家化妆品及时装店进驻其中，让人眼花缭乱。

地址：港铁旺角站D3出口

开放时间：10:00－24:00

模型－西洋菜南街

电玩发烧友的朝圣地，在这里可以找到电玩发烧友心头的所有最爱，包括军用产品、各种手办模

型和电玩产品。首推“宇宙船”，从高达模型到电影人物，应有尽有，是发烧友的最爱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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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旺角西洋菜南街2T添置商务中心一层全层，港铁旺角站E2出口

开放时间：15:00－22:30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药材街－高升街

香港如果卖假药是要遭重罚的，所以很多人到香港寻药材。高升街是香港的药材批发中心，种类

繁多，店里的工作人员全都经验丰富了，为顾客按处方抓药没问题。

地址：上环高升街 中环乘电车往坚尼地城/屈地街地

开放时间：09:30－18:00

咸鱼栏－梅芳街

梅芳街是过去著名的咸鱼栏，曾布满了咸鱼海味店铺。不知从何时起，美味的在咸鱼成为了致癌

物，咸鱼栏渐渐退缩，整条街专卖咸鱼的铺头只剩下六七间，并且店主都是将近退休的叔公叔婆

。

地址：港铁上环站A2出口，沿文咸东街到皇后大道西，前行1千米到达梅芳街

儿童玩具－太原街

深受孩子欢迎的玩具街，也是让人满足童心稚趣的玩具天堂。街上玩具店和摊贩林立，款式多样

，精巧有趣，价廉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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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湾仔太原街 港铁湾仔站A3出口

开放时间：07:00－19:00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海味街－德辅道西

海味杂货的集散地，海味干货店和传统中药店夹道而立，选购干鲍鱼、干贝等较昂贵的海味珍品

时，不妨精挑细选，货比三家。

地址：上环德辅道西 中环乘电车往坚尼地城/屈地街地

开放时间：09:30－19:00

花墟

奇花异卉在香港宜人宜花的气候下怒放，清香四溢，沁人心田，各种吉祥鲜花及幸运盆栽更让人

眼界大开。

地址：港铁太子站B2出口，沿太子道西向港铁旺角东站方向步行15分钟

开放时间：7:00－19:00

电脑街－皇室堡

以售卖各种电脑产品驰名。

地址：铜锣湾告士打道311号皇室大厦

网址：http://www.windsorhouse.hk/_index.php?lang_mode=sc

参茸燕窝街－永乐街及文咸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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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茸燕窝店林立，此外也有各类中药及茶叶的总汇，是选购传统滋补养生食品的不二之选。

地址：港铁上环站A2出口，沿禧利街往皇后大道中方向前往。

开放时间：永乐街：09:30－19:00；文咸西街：09:30－18:00

特色手工艺－西港城

一幢爱德华式古典建筑，场内汇聚了售卖各种特色手工艺品及布匹的商店，如农村画、剪纸、古

董腕表等，另设有十多家匹头绸缎庄。

地址：上环德辅道中323号 港铁上环站B或C出口

开放时间：10:00－19:00（星期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网址：http://www.westernmarket.com.hk/main.htm

摄影器材－士丹利街

以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摄影器材闻名。

地址：港铁中环站D2出口，经戏院里、德已立街，共走130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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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妆品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品牌攻略

不是所有化妆品都值得千里迢迢从香港往内地背，推荐几个差价大或值得购买的品牌：

兰寇：价格比内地便宜三至四成，而且专柜再9折，差价最大的是护肤品和彩妆。

倩碧：比内地便宜4成左右（眼霜除外，八成），龙城大药房购买最便宜。

娇韵诗：没活动的前提下香港专柜大概是内地七成的价格，专柜买再9折。

伊丽莎白雅顿：Sasa经常有不同产品的买一送一，如眼部胶囊。

GUCCI ENVY：香水差价最大。

The Body Shop：这个牌子内地还没官方渠道卖，所以有机会到香港买它家的东西是非常推荐的。

线路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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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拿不定主意是该去龙城还是Sasa、卓悦的朋友，强力推荐去尖沙咀的加连威老道。地铁到尖

沙咀站B1出口，路西是清真寺及柏丽购物大道，不要过马路，往东走几步就是一个巨大的Sasa，

可以先进去看看价钱。继续沿金马伦道左拐至加拿分道，在与加连威老道交界的第一个路口过马

路到东边，就是卓悦，路北则是TBS，TBS再向东十几米又是另一家Sasa。出来之后继续刚才的方

向在加连威老道上前行十几米，右边就是龙城大药房。这样走走比比，你即可保证以最低价购买

，且可以补仓。

 

购物提示

1、出发前整理化妆品购物清单。

2、香港化妆品有正品和水货之分，品牌专柜购买质量有保证，且货品齐全，有很多小样、中样、

套装、礼品。

3、注意查看保质期。

4、铜锣湾打折一般比较别处要狠一些。

5、索要试用装。只要新产品上市，香港专柜几乎都会免费派发试用装。

6、索要礼包、赠品。购物满一定金额，有价值不菲的实用礼包赠送。即使只购买一两件商品，也

可咨询sales小姐是否有赠品。

7、有些专柜为配合眼部新品上市还提供修眉等服务，比如植村秀、资生堂，但人多时需要预约。

化妆品店攻略

香港化妆品店主要有4类，一是化妆品百货店，店内有多个品牌专柜。二是品牌专卖店。三是特价

店，但一些新产品在这里往往不会见到。四是药房，香港有连锁经营式药房附设有化妆品售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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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屈臣士、万宁和老字号龙城大药房。

旅人提示：

香港化妆品主要来自欧美日，与国际接轨，未强制要求标明保质期。只能从批号中计算出生产日

期，因此请购买时准备好一份各品牌的生产批号大全，注意化妆品的保质期，另一方面到客流量

大的超市购买则更有保质期方面的保障。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Sasa

只要去过香港的MM，只要关于化妆品，一定会提及Sasa。作为亚洲化妆品销售和健美美容服务商

的领导者，Sasa注册商标在海内外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也是香港旅游业的一大卖点。Sasa有近100

家分店，400多个国际著名品牌的商品，包括化妆及护肤品、香水、头发及身体护理产品、沐浴用

品以及健康食品，选择超过1.5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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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有款30ML伊丽莎白雅顿的绿茶香水，只卖45港币，是送人的手信好选择。

优惠：持国民旅游休闲卡购买Suisse Programme产品满500港币，可享95折。

香港Sasa满地都是，具体可查阅官网。现仅列一个地址：尖沙咀北京道73号诚信大厦地铺 

电话：23676322

开放时间：10:00－23:00

网址：http://www.Sasa.com

卓悦

卓悦和Sasa一样深入人心，是Sasa最大的竞争者，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两者的区别是Sasa游客多，

卓悦本地人多。相比Sasa，卓悦的部分商品价格更便宜一些。

地址：九龙尖沙咀加拿芬道53号

电话：23112338

开放时间：10:00－23:30

网址：http://www.bonjourhk.com/

龙城大药房

一直最被香港本地人推崇，最近几年内地人也纷纷慕名而来。龙城表面是药房，但店内除卖药外

，也卖各式化妆品，有大家熟悉的资生堂、佳丽宝、IPSA、Etude等。

龙城主要问题在于货品极度不全，但小样极多，而且极便宜，高端产品的小样比卓悦便宜，如Dio

r，Lancome、EL、Clinique、Biotherm、Shiseido、Shu Uemura的小样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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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旅人提示：

1、龙城只收港币现金。

2、龙城每个时段都水泄不通，若想逛得舒服点，请选择在午饭前前往。

地址：九龙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8号，港铁尖沙咀B1口，沿加连威老道前往。

TBS

The Body Shop简称TBS，在中国又称美体小铺。是英国30多年历史的护肤品大牌，零售店开遍全

球近60个国家。国内目前没有TBS的任何店面，所以很多人到香港时都会血拼TBS。不仅因为质优

，而且全部不使用动物测试，使用天然原材料。讲求环保，大举实施空瓶回收来抵扣消费金额的

创举20余年。接花木骨眼胶是英国已逝王妃黛安娜的最爱。

地址：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1号德立大厦地下A铺

电话：23119978

开放时间：10:30－21:30

网址：http://www.thebodyshop.com.hk/tc/index.aspx

雅施

创始于70年代，拥有超过400个顶级品牌和20，000个化妆产品，包括香水，Skincare产品等。可买

散装讨价还价，提供慷慨的折扣。

地址1：旺角西洋菜南街74-84号旺角城市中心地下1号铺 23937000

地址2：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3A地铺 23684862

地址3：铜锣湾启超道6号地铺 29157711

网址：https://www.aste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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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

特价化妆品专门店，遍布港澳，拥有千种世界各地品牌，价钱合理。货品分为护肤品、化妆品、

头发用品、纤体用品、美容配件等，适合不同年龄需要。

地址1：铜锣湾骆克道510号地下

地址2：湾仔庄士敦道112号地下2至3号铺

地址3：九龙尖沙咀弥敦道66-70号地下

地址4：九龙旺角西洋菜街70-72号地下

地址5：九龙旺角通菜街93号地下

网址：http://www.angel.com.hk/

Joyce特卖场

售卖多个欧美品牌，是超大型美容化妆品专柜，别处少见的品牌均有陈列，够全面，连日本游客

也慕名而至扫货，是目前最多名牌特卖的一间，比如Giorgio Aamani、Issey Miyake、Marni、Dries

Van Noten，每季均推出大量新款，供应源源不绝，数量惊人，价格每两个月调低一次。

地址：仔利荣街2号海怡工贸中心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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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型购物商场

   

1、中环和金钟

中环和金钟  

太古广场

太古广场可说是香港最优越的购物商场之一：名店林立，连卡佛、顶尖设计师品牌专卖店及不同

商店，囊括140多个世界知名品牌，来自巴黎、米兰、伦敦和纽约的最新款时装都能在这里找到，

位于1、2楼的西武百货公司则是各独立设计师展示精心杰作的重地。

如果逛累了，还可到位于商场中心、环境优雅宽敞、经常有明星光顾的Cova咖啡店坐坐，另外广

场每层都有特色食肆，提供美、法、意、日、泰、粤、京及沪菜 等丰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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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品牌来说，LV、CD、Gucci、Prada、Chanel、Cartier、Burberry、Tiffany＆Co、Celine、

Hermes也是应有尽有。

地址：金钟道88号，港铁金钟站（F出口）上盖

开放时间：10:00－24:00 

电话：28448988

网址：http://www.pacificplace.com.hk

历山大厦

云集了设计师品牌和国际殿堂级品牌专卖店，如Burberry、Ermenegildo Zegna、Prada、Swank、Tse

及Dolce&Gabbana等。商品齐全，营造出高格调的购物环境，成为香港购物焦点。

中环遮打道16-20号，港铁中环站遮打道大堂

太子大厦

如果要论mall的名字，太子大厦最令人喜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流社会的那种气派会立显眼

前。太子大厦的店铺不多，但胜在名店汇聚，且都是一级国际名牌，到处散发着奢侈和豪华的味

道。值得一睹的是名店中的名店：Cartier旗舰店，全球第三大专卖店，展出的镇店之宝是全港独

有的古董系列，能令你感悟奢华的真正含义。

地址：中环遮打道10号，港铁中环站太子大厦出口

开放时间：11:00－20:00

电话：25240704

Harvey Nichols

Harvey Nichols百货公司犹如英式花园，满是迷幻图案和流行色彩，一个与传统零售百货公司不一

样的空间。地下及一楼卖化妆品。二楼有许多独家代理的品牌或皇族专用的品牌，比如Goyardw

、Tanner Krowe等。三楼的点睛之笔是纯手工制作的各款晚装。四层是运动装、童装和男装的世

界。四楼临街的玻璃屏幕后是餐厅和酒吧，富有节奏感的设计，营造了香港绝无仅有的情调。

地址：中环德辅道中12-16号置地广场Harvey Nichols 4楼

开放时间：10：00-21：00（星期一至六）；10：00-19：00（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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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国际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目前最时尚最高级的休闲娱乐中心之一。商场内聚集了超过两百家国际品牌

专卖店，并有多种休闲娱乐设施，包括拥有五间影院的Palace

IFC，可以欣赏维港景致的餐厅等。环境明亮舒适，交通也非常便利。

Agnes b两层的旗舰店外，Tiffany用了New York第五街总店的风格，没有baby blue，而以典雅原始

的石灰、大理石作外墙，带点raw，但更grand，更有份量，简直有飞去纽约总店shopping的浪漫兴

奋感觉。

IFC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大楼高420米，共88层，是目前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与香港最高的山峰太平

山不分上下。这栋备受瞩目的大楼还是《古墓丽影》的取景地，还有港片《龙凤斗》，还有印象

吗？

优惠：到商场一楼礼宾部换领IFC通行证，持证可享IFC过百项独家消费折扣优惠及迎宾礼品。

地址：中环金融街8号，港铁中环站A出口、机场快线香港站F出口、港澳码头或天星码头

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22953308

网址：http://www.ifc.com.hk

毕打行

老字号的7层购物商场，主要经营二手名牌和名牌过季商品，有些甚至是新品，价格便宜。楼层间

也有成衣批发店。法国品牌Morgan在这里有长期折扣店。在毕打行购物，除了要熟识名牌外，还

要做个砍价高手。

地址：中环毕打街12号，港铁中环站D1或G出口

嘉轩广场

意大利名品荟萃地，几乎所有意大利设计名牌都云集于此。正门时钟是广场的标志，二楼通过人

行天桥与置地广场、太子大厦相连。三楼的Privatei是可以专门订作偶像发型的场所，价格不菲。

提醒你提早1-2天预约，否则可能与造型大师失之交臂哟！

地址：中环皇后大道中9号，港铁中环站G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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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百货

英国最传统最具代表性的连锁百货公司之一，所售商品以品质优良著称。80%属于自创品牌“圣

米高”。在港有十多间分店，主要销售尺码较大的服饰、内衣、英式食品和零食。

部分分店地址：

1、铜锣湾百德新街分店：港铁铜锣湾站D出口，步行约3分钟至百德新街22-36号珠城大厦地下至2

楼。电话29237800

2、铜锣湾时代广场分店：港铁铜锣湾站A出口，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313-316及418-421室。电话

：29237970

3、金钟太古广场分店：港铁金钟站F出口，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第二座120及229室。电话：292188

88

4、中环兰桂坊分店：港铁中环站D1出口，步行约3分钟，皇后大道中28号中汇大厦地库至1楼。电

话：29218321

5、太古城分店：港铁太古站E1出口，太古城英皇道1111号太古城中心第一期100及217室。电话：

29227221

６、尖沙咀海洋中心分店：尖沙咀广东道5号海港城海洋中心102，254，355及356室。1、可于旺角

乘1A路巴士前往，于总站下车；2.、港铁尖沙咀站E出口，往天星码头方向步行15分钟。电话：29

263330

７、九龙塘又一城分店：港铁九龙塘站C出口，达之路88号又一城LG101&LG201室。电话：292822

11

先施有限公司

香港首间华资百货公司，拥有逾109年历史，主要经营欧洲时尚服饰，以至各式各样生活家居用品

，无论电器、寝具，或浴室、家庭、运动及旅行用品，一应俱全。

中环店

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73号地下至3楼

开放时间：10:30－19:30

电话：2544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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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店

地址：九龙旺角太子道西193号新世纪广场2楼至3楼

开放时间：11:30－21:30（星期一至四）11:30－22:00（星期五至日）

电话：23990688

        网址： http://www.sincere.com.hk

金钟廊

建于1980年的一座单层商场，并附天台。是香港首个建于行人天桥上的商场，其行人通道与多间

商厦连接。

地址：金钟道93号，港铁金钟站上盖

   

2、铜锣湾

                                               30 / 82

http://www.sincere.com.hk


�������

香港购物2011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时代广场

铜锣湾的地标就是时代广场了，到这里逛街的人群以白领和游客居多。商场主题分层，搜寻起来

十分方便，是血拼族必到之地。时代广场的一层和地下一层是连卡佛，里面有众多世界一线品牌

的服饰、包包和化妆品；二楼是各个品牌的专卖店，很多是我们平常在报纸和市场杂志上才能看

到的品牌。在秋冬折扣期，折扣非常让人心动。

在时代广场的8楼和9楼，汇聚百老汇、丰泽、国美、中原等各大电器卖场，想要买数码和手机的

朋友，尽可以在这里淘宝。

地址：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港铁铜锣湾站A出口

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2118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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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timessquare.com.hk

SOGO崇光百货

SOGO崇光铜锣湾店是香港最大型的日式百货公司，有十几层之多，是香港本地人和游客的购物

地标。SOGO是一家非常年轻时尚的百货店，喜欢日系装扮的美眉尽可以在这里大淘特淘。

SOGO一楼是化妆品和名牌包包、钟表专区。在这里，你既可以选购资生堂、倩碧、兰蔻等护肤

化妆品，也可以看到GUCCI、OMEGA等世界一线奢侈品牌的包包、手表等商品。

SOGO二楼有珠宝、手表等商品。再往上到三楼，则全是时尚服饰。每一层都会根据青春女装、

男装、运动、休闲等进行分类，商场里还出售各种帽子、首饰等潮流饰品。无论你是喜欢成熟的

OL装扮，还是喜欢日本街头常见的可爱少女流行装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欢的商品。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分店1：铜锣湾轩尼诗道555号，港铁铜锣湾站D2出口。 电话：28338338

分店2：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2号，港铁尖沙咀站F出口。电话：35561212；

开放时间：10:00－22:00；网址：http://www.sog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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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中心

位处铜锣湾闹市中心，从时装、首饰钟表、美容、皮鞋手袋及精品杂货，都深受潮流人士欢迎。

商场云集20间国际级特色食府，当中过半食肆更坐拥维港动人景致。

优惠：到商场顾客服务中心出示有效旅游证件，即可免费换领集合逾30个商户购物优惠之小册子

一份。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地址：铜锣湾告士打道280号，港铁铜锣湾站D1出口

开放时间：10:00－23:00

       电话：25764121

网址：http://www.wtcmore.com

   

3、九龙

中港城

全城最热门潮流服饰的集中地，拥有6层宽大的购物空间，网罗了享负盛名的各式店铺，由时尚服

饰、家居精品、化妆用品，以至美容护肤，一应俱全，多不胜数。

地址：尖沙咀广东道33号，旺角乘坐3C路巴士前往，于总站下车

电话：2314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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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陈依言 提供)

黄埔新天地

由多个主题商场组成，是九龙区最大型的购物中心之一。设有超过300多间商铺，汇聚各式时装精

品、影音电器、环球美食、戏院、娱乐设施等，为旅客提供一站式新体验。

九龙红磡黄埔花园

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21218344

网址：www.whampoaworld.com

交通

公共巴士：于尖沙咀天星码头外乘8A或8P线；中环港澳码头乘115线；香港国际机场乘E23线

绿色专线小巴：于尖沙咀汉口道乘6号或6A线，途经港铁红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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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小轮：由中环码头、湾仔码头或北角码头直达红磡码头

海港城

这里可以说是九龙区内最大最著名的商场，面积共20万平米，连接海港城海运大厦、马哥勃罗香

港酒店商场、海港城海洋中心及海港港威商场4个购物区，包括700家商店、50家餐厅和2家电影院

。

商场集合了世界新潮产品及时尚服饰品牌，如Burberry

Boutique及LV旗舰店，影音器材Nakamich等等，商品种类齐全。

由于海港城内设有码头游轮，天星小轮也近在咫尺，加上还有维港夜景，可以说是集购物、美食

、观景于一体。但是作为内地游人来港必到之地，海港城已经大不如前，骗术比比皆是，所以到

海港城购物一定要处处留心。

地址：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27号，

港铁尖沙咀站A1出口，沿海防道步行5分钟；或于中环或湾仔搭乘天星小轮往尖沙咀

开放时间：10:00－21:00

电话：21188666

网址：http://www.harbourcity.com.hk

北京道1号

尖沙咀一处新颖前卫的购物商场，帆船似的外观获得多个建筑大奖，正对维港，汇聚不少时装旗

舰店、表行、珠宝店，品牌有Dior、Fendi、Cartier、Hermes、周生生、Rolex、Omega等，还开有

多家高档中、西、日餐厅。

地址：北京道1号，港铁尖沙咀站C1出口，沿北京道步行3分钟

开放时间：10:00－21:00

DFS环球免税店

DFS环球免税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免税营运商之一，提供世界顶级品牌精品、优惠价格以及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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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满意服务，是时尚达人必到的购物天堂。

优惠：凭当日出租车票前往顾客服务台即可享乘搭出租车优惠服务。（最高可获港币港币50元的

DFS环球免税店代用券）

分店1：尖沙咀广东道28号太阳广场，港铁尖沙咀站E出口；开放时间：10:00－23:00；电话：23026

600

分店2：尖沙咀东部么地道77号华懋广场，港铁尖东站P2出口；开放时间：09:30－22:00；电话：27

325229；网址http://www.dfsgalleria.com

HWV唱片行

全球最大唱片连锁店，香港有4家分店。书碟兼售，其中碟品齐全，但中文CD很少，价格较贵，

旧碟或大减价时值得一逛。

最大的分店在尖沙咀，楼高3层。底层是新出版的碟，二层是外国与香港的碟和杂志，三层是Dvd

、Vcd、Classical Music和电脑软件。

地址1：铜锣湾皇室堡1楼。港铁铜锣湾站E出口左转直走 25043669

地址2：九龙尖沙咀北京道12号新声大厦1-3楼 23020122

地址3：中环毕打街中建大厦1楼 27390268

地址4：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期4楼（店面很小，不建议去） 27823562

百利商场

街头时装热点代名词，所售商品不论款式或颜色都很大胆新潮，十分符合年轻人追求独特的心理

。里面是一间间小店铺，店主大多为年轻人。值得一提的是Lacago，专门贩卖时下最流行的皮鞋

，皮包及眼镜，货源大多来自欧洲、日本，设计前卫。另外还有成双成鞋店，特色在于可订做自

己设计或杂志上的款式，价格比一般鞋还便宜。

地址：尖吵咀漆咸道南89-105号

开放时间：14:00－21:30

连卡佛

连卡佛是亚洲最具规模的专门店。装潢瑰丽，国际知名设计师品牌应有尽有，由女装、男装、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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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及配饰、珠宝、化妆品，以至家具用品及摆设，都别具独特风格。

广东道店：九龙尖沙咀广东道海港城马哥孛罗香港酒店地下至2楼；开放时间：10:00－21:00；电

话：21183428；

中环店：中环金融街8号国际金融中心商场3楼3025-3026及3031-3066铺；开放时间：10:00－21:00；

电话：21183388；

金钟店：金钟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1楼及2楼117、126及225铺；开放时间：10:00－21:00

；电话：21183668

时代广场店：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地下至2楼；开放时间：10:00－21:00；电话：21183

638；网址：http://www.lanecrawford.com

K11

全球首个购物艺术中心，原创品牌，融合“艺术�人文�自然”三大核心元素。集独特的购物、

餐饮及艺术体验于一身。

优惠：出示旅游证件于地下礼宾部换领旅客优惠护照，于多间指定商店享用优惠。

地址：九龙尖沙咀河内道18号，港铁尖沙咀站D1、D2、G、N1或N2出口；

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31188070

网址：http://www.k11concepts.com

奥海城

位于西九龙发展区核心地带，自2001年落成，已跃升成为区内旗舰购物及娱乐商场。商场分为一

二期，超过200间店铺及40间食肆林立，毗连各大高级住宅屋苑及港铁站，设施一应俱全。

地址：西九龙海庭道18号，港铁奥运站D出口/超过20条巴士路线途经奥运站；

开放时间：10：00－22：00

电话：27404108/23973636

网址：http://www.olympiancity.com.hk

荷李活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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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九龙区最大型的购物商场之一。四层商场糅合超过220多间中西名店、食肆以及大型电影院。其

中的明星广场会定期举办各类展览。

活动：即日起，内地旅客一次性消费满500港币并出示有效港澳通行证，即可换领名贵红酒一支。

数量有限，换完即止。

地址：九龙钻石山龙蟠街3号，港铁钻石山站C2出口；

开放时间：11:00－22:00

电话：21188811

网址：http://www.plazahollywood.com

圆方

位于港铁九龙站，是香港的潮流购物地标，休闲热点新贵，名牌荟萃，集购物、饮食、娱乐及文

化体验于一身。

地址：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号，港铁九龙站上盖

开放时间：11:00－22:00 

       电话：27355234

网址：http://www.elementshk.com

   

4、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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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广场

位于旺角火车站上盖，是楼高七层的大型购物商场，场内设计极富心思，有从天花垂吊而下的大

型电视屏幕播放节目。商场内拥有多达200间店铺，分门别类，既有化妆品专门店，亦有日本精品

店和中价品牌，由日常便服到运动服一应俱全。

地址：九龙太子道西193号，旺角火车站出口旁

开放时间：10:00－21:00

电话：23970790

  网址： http://www.grandcenturyplace.com.hk/

信和中心

香港著名商场，主售潮流产品，以年轻人口味为主，包括日本动画、漫画、小说、杂志、唱片、

运动鞋、手表、杂货精品等。在信和中心，能看见最地道的香港仔。

地址：九龙旺角弥敦道580号，港铁旺角站或油麻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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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万中心

主要售卖年轻人的各种潮流服饰和精品，自问走在潮流最前线的人必定要到此看看。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1号

先达广场

手机店铺大本营，通常比百老汇、丰泽便宜。广场内以小型店铺为主，大部分店铺以售卖及维修

手机及配件为主，以新货来货快，款式多及价格平为卖点。有些店铺收购及售卖二手货品。部分

店铺售卖水货甚至问题货品，质量欠保证。

旅人提示：需要搞清楚手机有没有简体及你需要的输入法。

地址：旺角亚皆老街83号，港铁旺角站上D2出口

朗豪坊

位于旺角核心地段，拥有近200间商户，为城中型人的潮流热点，集购物、消费及餐饮设施于一身

。设有全港首个星座主题展览馆，十分新鲜。

地址：九龙旺角亚皆老街8号，港铁旺角站C3出口

开放时间：11:00－23:00

电话：35202800

网址：http://www.langhamplace.com.hk

   

5、九龙塘与观塘

又一城

充满创意与欢乐的国际级大型购物商场，置身其中可感到一股澎湃活力。令人赞叹的世界级设计

以围绕大自然及强调空间感为主，把自然阳光及宽敞空间融合为一。超过200间商铺、27间高级食

肆、设备齐全的电影院及溜冰场。

优惠：到LG2层或UG层的顾客服务处出示有效旅游证件，可换领《又一城游客优惠指南》一本，

享受场内的100多个国际商户的优惠。

地址：九龙九龙塘达之路80号，港铁九龙塘站C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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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7:00－24:00

电话：28442223

网址：http://www.festivalwalk.com

APM

一个玩乐不分早晚的夜行购物热点，营业时间从晚上12点到凌晨不等。拥有逾170间商铺，组合变

化新颖，引入多间人气潮流店，包括全港首间时尚休闲女装版White Chocolate及日本少女装Lowrys

Farm，日式潮流生活杂货店LOG-ON，美国时尚化妆品牌Kiehl’s等。

地址：九龙观塘观塘道418号创纪之城5期，港铁观塘站A2出口

开放时间：11：00-02：00

电话：31481200

网址：http://www.APM-millenniumcity.com

永安百货有限公司

创立于1907年的永安百货是香港历史悠久、为本地及国内外人士熟悉的百货公司。搜罗各式各样

优质的货品，包括男女服饰、皮鞋手袋、家居及厨房用品、童婴用品、化妆及洁肤用品等。

优惠：持有效护照或任何旅游证件可申请“旅客优惠证”，凭证可享9-95折优惠。

地址1：上环德辅道中211号永安中心，港铁上环站E3出口 10：00-19：30 28521888

地址2：九龙佐敦弥敦道345号，港铁佐敦站A出口 10：30-22：00 27106288

地址3：太古城道18号太古城中心地下074铺及1楼及144铺，港铁太古站A2出口

10：30-21：30（星期一至五）10：30–22：00（周末） 28857588

地址4：九龙尖沙咀么地道62号永安广场地下、低层地下及地库，港铁尖东站P1出口／港铁尖沙咀

站G出口 10：30-21：00 21961388 http://www.wingo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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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数码电子

在香港，数码产品的购买首选地当属丰泽。丰泽遍布全港，拥有66家分店。丰泽可以买到市场最

低价的货品，因为它有“至低价”保证；如因质量问题，可获十天退换保证；店内购买指定型号

的物品，还有多种优惠。

强烈推荐三个丰泽门店：

1、尖沙咀汉口道的骐生商业中心地库分店。尖沙咀是游客必到之地，丰泽在此地设了楼高三层的

旗舰概念店，其创意的布局设计，让你体会最前沿的时尚震撼。

地址：九龙尖沙咀汉口道4-6号骐生商业中心地库

电话：23671226

开放时间：10:00－23:00

2、海港城的海洋中心分店。

地址：九龙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3楼333A-B，335-7号铺

电话：31011413

开放时间：10:00-21:30

3、又一城分店。又一城是九龙塘最大型的购物中心，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地址：九龙九龙塘又一城MTR层01号铺

电话：21218393

开放时间：11:00－22:00（星期一至五） 11:00－22:30 （周末及公众假期）

网址：http://www.fortress.com.hk

                                               42 / 82

http://www.fortress.com.hk


�������

香港购物2011
  

七、书店

   

1、特色书店

(图片由网友 @两只蝴蝶鸣翠柳 提供)

二楼书店

香港有大书店，但更有意思的是小书店，它们更能反映香港的图书温度。二楼书店多跻身于闹市

中的二楼，图个铺租便宜，却成全了闹中取静的愿望。无论在旺角或铜锣湾，抬头就能在霓虹灯

中找到书店招牌。狭窄的楼道口通往二楼——这就是具有浓郁香港文化特色的二楼书店。

田园书屋－流行读物、文艺

流行读物较多，但文艺、学术类也有一些特色品种。已有20多年历史，很多二楼书店老板和它都

有很深的渊源。这里有《诗经》、《红楼梦》等，若非亲眼所见，你很难相信香港有这么多纯文

艺书。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56号2楼

阿麦书房：文化推手

2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成了香港文化的一个坐标。书以艺术、剧场、设计、当代文化研究为主。

全港独家售卖的《诚品好读》、内地独立杂志《Rice》，都代表了这个书店的姿态。此外还卖音

乐作品，举办活动。陈绮贞曾在那面橙色墙下唱《花的姿态》，很多文艺界人士在这里聚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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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行空，高谈阔论。

主店：铜锣湾恩平道52号2楼A室。电话：28080301

简书店：简体字书

只卖简体字书的店，类别很杂，文学、历史、财经、健康⋯⋯除了卖书，也提供空间给艺术家展

卖艺术品，以及举办艺术活动。店内气氛很好，可以谈事情也可以看书。

地址：天后电气道98号万恺大厦1楼。电话：34268918

乐文书店－文史哲、折扣

70％的书来自台湾，主打项目是文学、历史和哲学，品种丰富。所有书籍7-8折，满百返10元券。

地址1：旺角西洋菜街52号3楼

地址2：铜锣湾骆克道506号1楼

学津书店－文史社科

社科文史类，有些较陈旧的品种，反而在其他地方不易见，不过下午三点多才开门。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62号3楼

榆林书店－文艺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38号万高商业大厦2楼

紫罗兰书局－诗歌

有两位香港青年诗人王敏和黄茂林驻店，且有一两架诗集，平时也会举办诗歌活动。

地址：旺角西洋菜南街1号L铺2楼

创Bookcafe：三联文化交流平台

有三联书店的强势支撑，只出售出版专业书籍，成为出版人聚会和交流的平台。

地址：中环域多利皇后街9号2楼。电话：2899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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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书屋：综合性书店样板

因位于SOGO楼上，不愁没客源。上架的大多是各类畅销书，小说、旅游、烹饪、亲子⋯⋯一大

特色是日本小说，尤以悬疑和推理书居多。每个月都会举行主题阅读。店内各式各样的文具和小

摆设，让人感觉亲切而可爱。

地址：铜锣湾轩尼诗道东角中心新翼Sogo Club11楼。电话：28314877

铜锣湾书店－政治

政治类书店丰富，针对逛铜锣湾的内地读者。

地址：铜锣湾骆克道529号1楼

人民公社－小资休闲处

不少绝版典籍，如红色时代有关的珍贵书籍，只有在人民公社才能买到的哦！不仅卖书，还有茶

吧，调侃的是水单是“毛选“改装的。

地址：铜锣湾罗素街18号1 ；

电话：28360016

开放时间：09:00－12:00

   

2、专业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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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PAGE ONE（叶一堂）

香港现今规模最大的外文书店之一。还设有杂志区和画册区，外国杂志种类最丰富，可惜裸体画

册基本都会封上透明塑料纸，不得随意翻阅。除了卖书，还卖周边产品，如哈利�波特玩具、LO

MO相机等。

地址1：尖沙咀广东道海港城3002号

地址2：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地库1楼

地址3：中环德己立街1－13号世纪广场2楼

书得起书店－设计

主人Joey是一名爱上香港的新加坡建筑设计师。因热爱设计书而成立这间设计书专门店。店面100

多平米，1/3为展览场地。店内还设置了许多座位，书籍、杂志都开封，欢迎读者阅读。在寸土寸

金的香港，这种大度实属难得。

地址：铜锣湾轩尼诗道429-441号香岛大厦1楼A座

辰冲书店－外文

香港为数不多的老字号书店，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英文书店。乐道总店分上下两层，室内宽敞安

静，图书品种丰富。哲学、性别理论方面的著作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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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尖沙咀乐道13－15地下

地址2：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310、328室

大业书店-艺术、考古

艺术、考古类书籍种类齐全，特别是台湾版艺术书籍，印刷精美，资料价值较高。也有部分线装

书和旧版图册。

地址：中环摆花街2－10汇财中心1楼（神州公司楼下）

KUBRICK书店－电影

香港文艺界一个重要的“文化集散地”。取名于电影大师库布里克，是地道的电影书店。明亮宽

敞的店面一边是书，以电影为主：文学、文化、艺术以及各种电影文化时装音乐杂志；另一边是

咖啡厅，可以边喝咖啡边看各类杂志。

地址：油麻地众坊街3号骏发花园百老汇电影中心旁

宇宙船－日本动漫

许多香港人读书时代的快乐地，已有十多年历史，由玩具模型开始，到日本动漫画集，到分店遍

地开花，到日本杂志书刊，反映出日本文化在香港的渗透情况。杂志发行速度与日本同步，是时

尚年轻人的必到书店。

地址：太子联合广场地库G33；电话：28828482

集古斋－文博、艺术

文博、艺术类。有一些卖剩的线装书，个别品种比北京的中国书店便宜不少。

地址：中环域多利皇后街9－10号中商大厦3楼

香港图书文具有限公司

很多原版英文书，中国研究方面的存书也较丰富。可以买到其他几家大型英文书店所没有的《纽

约书评》杂志。

地址：中环德辅道中25号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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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法文图书公司－法文书

有“家”的感觉的书店。门口一张舒适沙发，店内有小型咖啡车，铺满木地板的屋子都是书香。

书店还有大量的法国漫画，如丁丁，Enki Bilal，Mobius等。

地址：中环威灵顿街14号威灵顿公爵大厦2字楼

智源书局－日文书

专售日本书的老字号，已经有40年历史。店内书本数不胜数，尤其是个人爱好方面的杂志，一种

爱好就有数十款可选，售价大多比日货公司更便宜。

地址：尖沙咀金巴利道27－33号永利大厦2字楼A座

   

3、综合书店

三联书店

实力雄厚、历史悠久的书店，为香港最大的书商—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综合性书店，出售文史哲

图书为主，18间门市。

地址：中环域多利皇后街9号（港铁中环站C出口）

商务印书馆

13间门市。铜锣湾图书中心是商务印书馆在港岛区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门市，共四层，主销中

英文图书、杂志、文具精品、邮票及集邮用品、多媒体计算机光盘、CD及VCD。

地址：铜锣湾怡和街9号

中华书局

旗舰店：新界荃湾大坝街荃湾广场540号5楼

分店2：尖沙咀弥敦道450号（众坊街口）

星光图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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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号星光行3楼（星光码头对面麦当劳楼上）

天地图书

除三联、商务、中华外的另一间综合性大店，楼上售外文书。

地址1：庄士敦道30号地库及一楼

地址2：敦道96号C铺地库（加连威老道）

城邦书店

这家著名的台湾网上书店连锁开进香港后变成了一家童书店，充满稚趣。专销城邦出版集团为主

的台版书，以消闲、艺术为多，专业学术类相对较少。

地址：铜锣湾轩尼诗道235号

第二书店

中港台文史哲类。

地址：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李惠珍楼G05室

   

4、二手书店

香港的二手书店不少，多以出售中小学教材为主，只有中环神州文化中心、旺角洗衣街和西环正

街的几家书店称得上真正的二手书店。

神州图书文玩有限公司

品种丰富，分门别类，整齐有序，偏重文化学术类的实用书籍。

地址：中环摆花街2－10号汇财中心3楼301室（石板街与摆花街交界）。

新亚图书中心

屋小书多，乱成一团，但时有廉价的稀见文献，只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要碰运气。

地址：旺角洗衣街83号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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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出版社：一度很有些好书，可惜后劲不足。专门代理南怀瑾著作。北角渣华道82号2楼（

港铁北角站A出口）

南京图书中心

一度也有好书，但似乎很久没有入货了。

地址：佐敦南京街18号

香港上海印书馆

地址：中环租庇利街17－19号顺联大厦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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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珠宝首饰

珠宝首饰购物线路攻略

香港的金饰珠宝店可谓星罗棋布，铜锣湾怡和街及轩尼诗道（港铁铜锣湾站D2出口），还有弥敦

道旺角（港铁旺角站E1出口）至尖沙咀（港铁尖沙咀站C1出口）一段路上最为集中，选购十分方

便。

 

线路1：铜锣湾怡和街及轩尼诗道（港铁铜锣湾站D2出口）

 

线路2：港铁旺角站E1出口至尖沙咀站C1出口 

                                               51 / 82



�������

香港购物2011

专卖店攻略

周大福

香港金行老字号，现在港有42家分店。由它首创的9999纯金首饰现已成为行业标准。由于镇金店

所刮起的首饰设计风，老字号的周大福面对新挑战，每季都推出新款，产品时尚感不输行业新进

。为迎合年轻消费者，更拓展系列ctf2钻石首饰店。

优惠：2010年11月12日起，于港各店及ctf2举行大减价，同期举行大抽奖，得奖名单将于2011年1月

28日公布。

尖沙咀第一分行：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23号柏丽购物大道G11-G14铺；

电话：27357966 ；

网址：http://www.chowtaifook.com/index.asp#hk,b5,home

谢瑞麟

1960年在港成立，是香港主要黄金首饰连锁店之一。香港金饰都以9999金为标准，各家公司差异

只在设计，不过谢瑞麟的钻石和其他宝石却比较低档，价位当然也比较大众化。

总部地址：九龙红磡民裕街30号兴业工商大厦地下 23334221

地址2：铜锣湾怡和街1号D-E地下 29237081

地址3：铜锣湾轩尼诗道499号永光商业大厦地下 28386737

网址：http://www.tsljewe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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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生

创立于1934年，香港珠宝首饰业老字号。除传统金饰外，周生生也开设“点睛品“，专门售卖钻

石首饰，设计也较年轻。

旗舰店：中环皇后大道东37号

柏丽大道店：尖沙咀柏丽大道D段地下1-4号铺

网址：http://cn.chowsangsang.com

六福

在珠宝连锁店中历史最短，但因名人效应，发展迅速。另外一招就是折扣，宝石、钟表等的定价

都比别家高，再来个6折，很受顾客欢迎。

地址1：铜锣湾轩尼诗道479号地下C室

地址2：铜锣湾轩尼诗道455-457号胜华楼地下及阁楼

地址3：湾仔湾仔道95号地下C室

玛贝尔

为香港首间开放式钻饰连锁店，专售价格适宜的钻石首饰，并独创自由轻松的购物模式，将钻饰

普及化。多姿多彩的钻饰，均以真正天然钻石配上18K金镶制而成，设计时尚新颖，风格独特。

地址1：中环国际金融中心1楼1013店 25015821 10:30-20:30

地址2：铜锣湾皇室堡1楼104店 25771581 11:30-21:30

地址3：太古城中心2楼209店 29070800 11:00-21:00

网址：http://www.mabelle.com/

Follie

希腊品牌，都是银器，设计简单有力，彰显个人风格，适合上班一族。

地址：铜锣湾崇光百货1楼

电话：25731660

网址：http://www.follifollie.com.hk/default.asp?pid=19&la=5&cteh=

景福

香港的珠宝连锁店中最高档的店，近年来代理了许多国际知名珠宝品牌，如德国的Wellendorff，

设计简约，百看不厌。

地址1：铜锣湾怡和街1香港大厦地下 电话：25761032

地址2：中环德辅道中30-32号景福大厦 电话：28228573

地址3：中环金钟道88号太古广场商场216-217室 电话：28456766

Just Gold镇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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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稍贵，但一改往日传统，款式最为时髦。强调多用途，平常也可搭配。有些饰品的样式非常

卡通，更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这几年还开设了Just Diamond，开展越来越受欢迎的钻石首饰业务。

地址1：中环国际金融中心1期1023店；电话：25300068；开放时间：11：00-21：00

地址2：铜锣湾崇光百货新翼1楼；电话：28911643；开放时间：10：00-22：00

购珠宝首饰注意事项

1、请光顾信誉良好的商店，取回正式收据，收据上应列明饰件详细资料。

2、香港法例规定，饰件上须标注金行名称和成色。

3、饰件根据黄金重量、纯度和手工定价。黄金纯度达99%或以上，可称为“足金”。

4、一般查询，香港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25439633；钻石资料及鉴证事宜查询，香港钻石总会

25245081；鉴证所名单查询，香港宝石学协会2366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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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表眼镜

购钟表眼镜提示

1、选择特约经销商或贴有“优质旅游服务协会”、“香港名牌管理中心（HKFB）”、“香港旅

游发展局”标志的商店购物，质量有保证。

2、公价货品：品牌手表均有公价，如售价明显较其他表行低，应比较查询。

3、查证：要求提供“出世纸”和“保证书”，细较出厂号码、型号，会否有曾出售日期显示。

4、售后服务：在香港售出商品如有质量问题只能保修，不能退货。应向表行查询手表保质、维修

和退款细则，并清楚列明于收据或保证书内。

5、携带名表过关要缴税。从香港到深圳过海关时，携带在香港购买的名表，要按发票额缴纳20%

的税。（戴在身上可免税）

购名表眼镜线路攻略

香港表行不下千家，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的著名购物区，九龙表行大多集中在尖沙咀、佐敦、旺角

一带，而香港区则分布在铜锣湾、湾仔一路向西至金钟、中环一带。如想选顶级品牌，可到金钟

太谷广场或中环，中档手表多集中于湾仔、佐敦和旺角表行。若论手表种类最多的地区，非铜锣

湾与尖沙咀莫属。

香港的眼镜店也是举不胜举，云集了世界各地的知名品牌。眼镜店主要分布在港九新界各个商场

各条街道，也是所有大型商场必具的商品种类，另外还有庞大的眼镜连锁店。知名的店铺有眼镜8

8、高登眼镜、艺视眼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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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表行

时间廊

到香港“搜购”过手表的人，一定不会对“时间廊CityChain”这个店名陌生。这里汇集了40多个

手表品牌，以时尚新颖的款式著称，很讨年轻人和时尚人士的欢心。主打品牌是郑秀文代言的铁

达时和瑞士原产由刘德华代言的西马；其他品牌包括百浪多、宇宙、艾力士、卡西欧、精工等，

主要为瑞士二线表厂和日本表厂的产品。

铜锣湾东角道24-26号怡东商场地下23-24号铺

东方表行

香港首屈一指的钟表零售商，属下八间分店，陈列各款名牌手表，任君精挑细选，保证贵客称心

满意。店内提供100多种名表，以瑞士优质名表为主，如劳力士、帝陀、卡地亚、伯爵、江诗丹顿

、欧米茄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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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总店：九龙旺角弥敦道750号始创中心地下G06 10：30-21：00

分店2：铜锣湾怡和街28号恒生铜锣湾大厦 10：00-22：00

分店3：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55号九龙行地下B2 10：00-22：00

分店4：中环德辅道中133号地下 10：00-19：00（假日18：00）

批发部：中环德辅道中144号中保集团大厦3字楼316-318室 9：30-18：00

网址：http://www.orientalwatch.com.hk/

英皇钟表

世界级珠宝设计专家，将古典贵气注入潮流品味，在国际享负盛名，专门代理世界一流钟表品牌

，如劳力士、帝舵、伯爵、卡地亚、百达翡丽及江诗丹顿等。

地址1：湾仔轩尼诗道288号英皇集团中心地下G05铺

地址2：铜锣弯罗素街59-61号地下B1B3

地址3：中环皇后大道20号太平行20B铺

地址4：九龙尖沙咀祢噋地道下81号

德信表行

属于始创于1964年的德拓集团。该集团另有两家位于尖沙咀的钟表零售点，分别是忠信及德诚。

德拓旗下表行与其他表行最明显的区别是其独特的法国中世纪装修设计，全香港独一无二。德拓

代理30多个品牌，如ROLEX、VC、IWC、AP、卡地亚、君皇、宝玑、OMEG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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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湾告士打道250-254号伊利莎伯大厦地下G1-G2铺 港铁铜锣湾站C出口

瑞士表行

品种主要是瑞士手表和日本手表，价格中等，服务态度很好。

地址1：铜锣湾轩尼诗道481号地下 10：00-22：00 28936088

地址2：九龙弥敦道719号地下 10：30-21：00 23941692

眼镜店

眼镜88

一间拥有50间以上分店的眼镜连锁店。销售眼镜，隐形眼镜及其药水等。特色产品有舒缓儿童及

青少年近视加深幅度的控制近视片，及世界最薄镜片。

地址：铜锣湾波斯富街 电话：28917316 

(图片由网友 @钓鱼岛是我们的 提供)

高登眼镜

1971年开业，拥有30间以上分店，销售多个国际著名品牌如Cartier，Alfred

Dunhil，CK，DKNY等的最新型号镜框及太阳眼镜，也提供护眼服务及保用计划。

地址：金钟太古广场第一期108室 电话：28459443

艺视眼镜

40多间分店，销售各种牌子的眼镜，包括Boos，Amani等名牌眼镜，价格200-3000多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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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皇后大道中56号地下 电话：28400621

梦想成真眼镜城

大型眼镜店，销售品种达6000多种，包括多个名牌子如Gucci，Dior，Cartier等，价格400-2000多元

之间。

地址：旺角西洋菜街2A银城商业中心15字楼 电话：2388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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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界顶尖名牌

半岛酒店

作为全球顶级酒店典范之一，半岛酒店商场自然也汇集了全球最顶级的时尚品牌。。购物廊在地

下三层，沿着两条通道并列着上百家精品名店。

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利道22号，尖沙咀站E出口步行3分钟 29202888

置地广场

中环最高级的店当属置地广场(The Land Mark)，它和尖沙咀半岛酒店并称为香港名店，是全球名

牌的群集地，包括Chanel、LV、Gucci、Loewe、POLO等叫得出来的名牌这里几乎都有，即便连

这几年时装界的大红人、纽约设计师Marc Jacob的店也开在这里，甚至Prada还分成男装、女装及

皮件三大间店铺。除此之外，行经置地广场的人也穿得非常时髦、前卫，商品橱窗更展示出最新

、 最特别的流行感，就算不买东西而只逛逛，也是一种视觉享受。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地面至3楼，欧美各国超级名牌精品，包括Gucci、Versace、Prada、LV等优雅时尚品味，或是Vers

us、O.Z.O.C、 D&G等青春品牌，地下室也有比较大众化的Esprit、U2等新款货色。而在它开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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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庭中央还设置了可以变换照明效果的喷水池。

地址：中环毕打街11号，港铁中环站专用出口

开放时间：10:00-20:00

电话：25233805

网址：http://www.centralhk.com/centralhk/--/home.xml

利园

利园一直是香港名流和明星们的“购物根据地”，到这里逛街，随时可能和明星们擦肩而过。利

园分为一期二期，云集了世界顶尖品牌专门店，如Gucci丶Christian Dior丶Hermes等，而在铜锣湾

唯"利园"独有的品牌专门店更有Chanel丶Cartier丶Bulgari丶Tod’s丶Miu

Miu及Valentino等，还有明星最爱的巴黎高级时装Maria

Luisa就开在这里，香港就只有利园一家有卖，王菲、刘嘉玲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铜锣湾希慎道33号，港铁铜锣湾站F出口右转恩平道方向步行2分钟；或从崇光百货步行3分钟

11：00–22：00 29075227 www.leegardens.com.hk/

香港国际机场

机场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的禁区内外设有250多间店铺及70多间环球食肆。41间尊贵品牌名店云集

一号客运大楼的购物廊。二号客运大楼的翔天廊98%商店处于非禁区范围，包括独特新颖的4大娱

乐设施。

优惠：即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凭银联卡消费，专享超过50家商户、专卖店全年独家优惠及重重

奖赏。

机场快线，任何机场巴士、的士、酒店穿梭巴士及贵宾车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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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交通

   

1、交通卡选购

比起国内各大城市，香港公交、港铁等比国内任何城市高，价格从3-60多港币不等。若靠投币，

一天总得背上几斤硬币，既影响体形又累赘多多。还是一卡在手，条条大路通香港。买什么样的

卡最划算呢？

八达通：可用于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消闲购物或娱乐饮食。押金为50港币，在退还卡时可取回押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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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快线游旅游票-1程单程机场快线：港币220元。每套包括：1程单程机场快线车程连续3天无限

次乘搭港铁、轻铁及港铁巴士（机场快线、东铁线头等、罗湖及落马洲站除外）。港币50元可退

还按金。

机场快线旅游票-2程单程机场快线：港币300元。每套包括：2程单程机场快线车程及3天无限次乘

搭港铁、轻铁及港铁巴士（机场快线、东铁线头等、罗湖及落马洲站除外）。港币50元可退还按

金。

游客全日通：港币55元。适用于指定有效期内的任何一天24小时。如进站刷卡为18：00，则有效

期为第二天18：00。车票于发票当日起1个月内任何1天无限次乘搭港铁及轻铁（机场快线、港铁

巴士、东铁线头等、罗湖及落马洲站除外）。

售卡点一般在你落脚的地方，机场、火车站、地铁买八达通或全日通卡即可。如果你想更省钱又

省心，那么到港铁网上服务网买卡，你会发现原价300港币的只要285元：

http://www.mtr.com.hk/chi/oticketing/intro.html

   

2、交通提示

1、 出发前在国内买份香港地图，香港较难买到简体字地图。

2、 公车和地铁不允许饮食。

3、地铁有很多出口ABCDEFG等，在出发前要标注好具体出口，逛街都是不喜欢走冤枉路的。

   

3、入境交通

飞机

香港是亚洲区的国际航空枢纽，逾8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返香港及全球各主要城市。拥有完善

的交通配套设施，车费相宜，往返机场轻松便捷。

机场快线

机场快线是往返机场和市区最快速的捷运工具。乘客前往港岛区的香港站，途经九龙站及青衣站

，全程约需24分钟，列车班次为每12分钟一班，运行时间为05：50-01：15。香港站及九龙站均设

有穿梭巴士服务，免费接载机场快线乘客往返车站与各主要酒店。另外，两个车站均为旅客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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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市区预办登机手续。 

(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出租车

出租车站设于机场入境大堂前。红色出租车可行走香港境内，绿色和蓝色分别只限于行走新界及

大屿山，不得进入市区。所有出租车均可以往返香港国际机场。车厢内贴有详细收费表，车上的

里程表会显示车费。

公共汽车

机场巴士提供十一条“A”线往返机场及香港主要地区，中途停站较少。你可于入境大堂右转，

前往搭乘机场巴士及其他公交车。

贵宾车及租车

自行租用贵宾车、小型货车、货车或团体用的旅游车，从机场前往目的地。在机场入境大堂及地

面运输中心均设有贵宾车出租服务柜台。

   

4、出境交通

旅游车

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旅游车总站，搭乘快捷的旅游车直达广东省的主要城市。

渡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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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客运码头为过境旅客提供快船转驳服务，你可经香港国际机场往返珠三角地区，无须办理出

入境手续及行李认领。抵港后，可到位于1号客运大楼转机区E2的往内地/澳门快船票务处购买船

票，再搭乘捷运系统前往海天客运码头登上快船。

   

5、市内交通

港铁

乘搭机场快线的旅客，可从客运大楼地面运输中心直接抵达车站。机场快线列车与港铁系统互相

连接，覆盖82个车站。

轻轨

轻铁为元朗、屯门及天水围等新界西北部地区提供服务。

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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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巴士服务网络广泛，提供相对廉价的服务。所有行走机场路线的巴士均设有低台，有助行李

装卸。

出租车

除了接载禁区，出租车随处可见。出租车按计价器显示收费，可以在的士站、街上或以电话预约

乘搭。

出租车分三种颜色，分别行走于不同地区，但均可往返机场：

红色行走香港大部分地区，除了大屿山岛上的东涌道及南部。起步价2公里内港币18元，后每200

米为港币1-1.5元。

绿色只限行走新界，不得进入市区。起步价2公里内港币14.5元，后每200米为港币1-1.3元。

蓝色只限于大屿山，不得进入市区。起步价2公里内港币13元，后每200米为港币1.2-1.3元。

交通投诉组28899999 运输署咨询热线28042600的士失物24小时免费热线1872920。

公共小型巴士

主要服务一般巴士路线以外的路线，设有16个座位，没有站立位。

天星小轮

有红磡往返至中环、红磡往返至湾仔、湾仔往返至尖沙咀、中环往返至尖沙咀。

服务项目包括：天星维港游、日游通、半日通、日间单程环游票（一小时）

登船/落船点：天星码头（尖沙咀、中环、湾仔、红磡）。

有轨电车

提供电车服务行走港岛北部。包括6条线路：筲箕湾至上环街市、筲箕湾至跑马地、北角至屈地街

、跑马地至坚尼地城、铜锣湾至坚尼地城、上环街市至坚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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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轮渡

路线：中环/尖沙咀、中环/长洲或梅窝、中环/南丫岛、中环/愉景湾、珀丽湾/荃湾或中环。

游览巴士-敞篷双层巴士

三条观光路线：香港岛游（红线）、九龙游（蓝线）及赤柱游（绿线）。

香港岛游（红线）：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铜锣湾购物区、山顶缆车站（中环花园

道）、兰桂坊、SoHo荷南美食区

九龙游（蓝线）：尖沙咀星光大道、半岛酒店、太空馆、文化中心、海港城、庙街、器市场、女

人街（通菜街）、诺士佛台、香港体育馆

赤柱游（绿线）：海洋公园、水湾、赤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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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美食

美食提示

茶芥收费：一般中式酒家都会主动提供热茶、芥酱及开胃菜等，这些项目都属指定收费，会于账

单中清楚明列并一并计算。

服务费：大部分餐厅都会在账单中征收10%服务费，一般于餐牌中均有明列，若该餐厅不设服务

费，顾客可按个人喜好给予适量小费。

禁烟规定：香港实施室内及公众场所禁烟条例。因此所有餐厅均属禁烟范围，在餐厅内吸烟或携

带点燃的香烟、雪茄或烟斗，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

中环

兰芳园

具有悠久历史的兰芳园，因为保留了香港早期坐在街边用餐的“大排档”特色，以及丝袜奶茶创

始店的称号而远近驰名。虽然四周楼宇愈建愈高，但兰芳园一直以餐厅自开业以来的原有风貌，

迎接50多年来到此惠顾的新老顾客。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招牌菜：丝袜靓奶茶、猪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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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结志街2号（总店）/4A-6号（分店）港铁中环站D1、D2出口 28508683 7：00-18：00周日休息

人均消费：港币28元

龙景轩

全香港唯一两个获《米其林指南》评为三星级的餐厅之一。室内设计时尚简约，典雅的刺绣玻璃

屏风配搭意大利银箔天花板，加上迷人的维港景致，绝对是星级之选。来到龙景轩，必定要尝一

款选料上乘的海鲜肠粉，及采用原汁鲍鱼炮制的鲍鱼酥；前者只限周末供应，平常日子顾客可品

尝其他大众化的中式美点。

(图片由网友 @墨尔本翡翠 提供)

《米其林指南》3星级餐厅 招牌菜：豉汁龙虾肠粉港币90元、鲍鱼酥

地址：中环金融街8号四季酒店4楼 港铁香港站E1出口，沿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步行约2分钟

电话：31968880

开放时间：12：00-14：30，18：00-22：30（周一至周六）

11：30-15：00，18：00-22：30（周日及公众假期）

人均消费：港币300元

镛记

镛记屹立在中环多年，由烧味摊档发展成香港名牌，以日卖400只烧鹅最为驰名。能够创此佳名，

全因第二代传人甘健成先生对烧鹅制作十分讲究，就连用来烧鹅的炭，都严谨地从新加坡入口，

并指定尺寸，出炉烧鹅皮薄而脆，其油分会为白饭添上油香，绝对是伴饭佳肴。

米其林一星餐厅 招牌菜：烧鹅饭港币50元、生炒糯米饭港币105元（小）/160元（中）/210元（大

）（只限秋冬季节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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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威灵顿街32-40号铺港铁中环站D2出口，沿德已立街步行约3分钟 25221624 11：00-23：30

人均消费：港币350元

(图片由网友 @王渐渐 提供)

翠华餐室

翠华餐室是香港著名的连锁茶餐厅集团，设有多家分店，其中位于中环威灵顿街的翠华分店，由

于位处夜生活蒲点兰桂坊附近，因此以多明星名人光顾而驰名，门外亦常见狗仔队踪影。

翠华的食品种类繁多，食品价钱大都比一般茶餐厅昂贵。

招牌菜：文昌鸡、瑞士鸡翼、鱼蛋河粉、奶茶、鹿儿岛猪软骨、肉丝炒面、奶油猪仔包、马来西

亚咖喱、虾球炒面、热狗

官网：http://www.tsuiwahrestaurant.com/

中环威灵顿街15-19号地下至2楼 港铁中环站下车，沿威灵顿街方向步行一段即到25256338

24小时营业

人均消费：港币50元

新景记粉面家

香港人吃鱼蛋粉，就如日本人吃乌冬、台湾人吃牛肉面一样，碗中载满了童年回忆，也充满了本

土情怀。新景记的鱼蛋每天由人手鲜打，更用上黄鳝、胶鱼、鳝仔和滑仔四种海鱼增加鲜味和胶

质，绝对不会“弹”而无味，难怪可以日卖上千粒。

新景记坚持以四种海鱼手打制作鱼蛋，60多年来每天如此。除了鱼蛋粉做得出色，馄饨也相当受

欢迎，属一口款式，卖相精巧剔透，非常值得一试。

招牌菜：鱼蛋粉港币19元、馄饨面港币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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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结志街7号铺港铁中环站D2出口，搭乘中环至半山岛自动扶梯至摆花街，再沿结志街步行约1

分钟 25416647 9：00-21：00 人均消费：港币40元

铜锣湾

何洪记

创于1946年的何洪记，即使生意再好，也拒绝开分店，为的是控制食品品质。何洪记的干炒牛河

以古法猪油炒成，每条河粉都均匀地沾满自家出口的秘制酱油，配合新鲜嫩滑的牛肉片，您又怎

能错过呢？

《米其林指南》1星餐厅 招牌菜：干炒牛河（港币55元）、云吞面、捞面、白灼腰膶

铜锣湾霎东街2号铺港铁铜锣湾站A出口，沿罗素街右转入勿地臣街，步行约3分钟25776558、2890

4192 11：30-23：30 人均消费：港币50元

太兴烧味餐厅

太兴烧味餐厅于1989年在香港创立，以提供5星级烧味驰名，当中的“5星级烧肉”更成为其皇牌

产品。而另一镇店之宝“冰镇原味奶茶”，以冰镇方式保持冰冻，却不会冲淡奶茶的原味口感，

极受大众推崇。

招牌菜：5星级烧肉、冰镇原味奶茶

铜锣湾谢斐道470-484号信诺环球保险中心1-3号地铺 07：00-23：30 25777038

人均消费：港币1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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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尖沙咀

龙记

庙街的龙记与本港其它三家分店相同，都以云吞面和各种牛肉丸闻名。内部陈设一般，几张圆桌

配上折椅。服务快速。菜单直接上墙，附上照片，帮你点菜。云吞的美味不消多言。其酱爆猪肉

丸更招来无数回头客。

《米其林指南》餐厅

九龙佐敦庙街226号 11：00-21：00 27709108 人均消费：港币13-35元

红蚂蚁风味小馆

供应价格相宜而又多元化的创意美食，有烤饭、面点、风味小吃、甜品及饮料等。店家推荐的烤

饭以创意酱汁为亮点，搭配不同食材，演变出滋味无穷的饭食。

九龙尖沙咀亚士厘道27号地铺 11：30 -24：00 23759698 人均消费：港币100或以下

桃苑粥面茶餐厅有限公司

环境洁净宽敞，餐厅主要提供粥品、面食及米饭，味道怡人，价格实惠。

九龙佐敦德兴街8号礼苑大厦地下A-C铺 07：00-24：00 23762637 人均消费：港币100或以下。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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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记粥品专家

被誉为全港粥店里的少林寺，它的特色在于自选粥料。美食家蔡澜先生说生记是“开在巷里的小

老店，地方难找，但很多顾客慕名而来。”每到午饭时间，生记门外挤满了等座及等外卖的，他

们都为了香甜绵软的粥底及选择特多的配料而来，尤其是坊间少有且限量供应的鱼鳔。根据不同

的粥，他们会提供不同的蘸料和碗碟。店里服务员结账时不用单子，完全凭记忆，超级厉害！ 

(图片由网友 @说给树洞 提供)

小贴士：中午12点半前和2点之后买单每碗便宜3港币。

招牌菜：肉丸滑牛鱼鳔生鱼片粥港币47元、及第鱼腩粥港币49元。

上环毕街7-9号铺港铁上环站A2出口，转右步行约5分钟 25411099

06：30-21：00（周一至周六）；06：30-18：00（公众假期）；周日休息 人均消费：港币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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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住宿

香港的平价宾馆酒店下午14：00才入住，并规定要在17：00前入住，上午结账后可以存一天的行

李，利用一下，要不大包小包麻烦。

中环

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

在港铁金钟站正上方，构成太谷广场一角，直插天空的大厦就是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该酒店特

征在于古老的欧洲格调与东方传统的融和，最能表现该特征的是中央天井部分的大壁画，号称世

界第一大规模的山水画。 

中环中区法院道太古广场从港铁金钟站徒步约10分钟，从机场乘车约20分钟，并有前往中环天星

小轮渡口的免费班车 28773838 http://www.shangri-la.com/island 参考价：双人房（双人床）：港币38

00-6000元；双人房（单人床）：港币3800-6000元；套房：港币7500-31000元

王子酒店

位于湾仔区心脏地带，坐拥维多利亚海港的醉人美景，装修时尚典雅。酒店齐备的高科技设施，

令宾客倍感方便自在。最厉害的是酒店里亲切殷勤的职员，精通多国语言，令旅客有宾至如归的

                                               74 / 82



�������

香港购物2011
感觉。观光及交通服务柜台位于酒店地下大堂，十分方便。

湾仔谢斐道297-305号11-22楼，港铁湾仔站A1出口，沿谢斐道步行10分钟 31882277

http://www.kingshotelhk.com 参考价：单人房港币800元；双人房（双人床）港币850-1000元；双人

房（单人床）港币890元。注：房租已包括百分之十服务费。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铜锣湾

香港花园宾馆

持香港政府许可牌照的宾馆，已有20多年经营历史的老字号。设备齐全，空调、风扇、电视、电

话、无线上网、传真、独立浴室、24小时保安，物美价廉，安全，卫生，舒适，是公务、个人、

团体旅游的首选。店主AmyChan和蔼可亲，以宾至如归的宗旨侍客，员工也亲切友善。宾馆也有

代办各地签证、机票、火车票、豪华邮轮一天游及香港一天游等。保证安排你乐而忘返的香港之

旅。

九龙弥敦道36-44重庆大厦C座15楼C1室，港铁尖东站K出口－中间道出站走100米 参考价：豪华单

人房：港币180元；标准双床房：港币280元；标准三人房：港币350元；四人房：港币400元

香港柏宁酒店

位于集购物、娱乐及商业于一身的港岛铜锣湾区，更拥有迷人海港景色及维多利亚公园优美景致

，交织着城市绿洲与都会繁华两种风格。交通设施齐备，距香港国际机场不过45分钟车程，酒店

内所有客房设备齐全，更拥有宽敞舒适的休息地方，适合商旅及休闲人士尊贵之选！

铜锣湾告士打道310号 22938888 http://www.parklane.com.hk

参考价：单人房：港币1000-1600元；双人房（双人床）：港币1000-1600元；三人房：港币14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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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元；套房：港币4000-5500元 

香港利景酒店

毗邻铜锣湾时代广场地铁站，步行约5-10分钟有铜锣湾购物区、祟光百货、特色商场、食肆，吃

喝购娱，应有尽有。乘车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中环、上环等商业区只需几分钟，交通方便。酒

店房间设施齐备，包括电视机、保险箱、冰箱、电脑门锁系统及先进的空调系统。

湾仔湾仔道209-219号 28335566 http://www.charterhouse.com 参考价：单人房：港币1400-2100元；双

人房（双人床）：港币1700-2200元；双人房（单人床）：港币1700-2200元；套房：港币2400-2700

元

尖沙咀

订房通

座落于尖沙咀购物中心地带，一分钟便可往返港铁佐敦站。附近更设有商店，餐厅，戏院及商业

中心。房间大，清新，清洁，装饰雅致。所有房间均附有空气调节，电冰箱，独立电话，部分更

设有厨房或煮食设备。提供影印，传真及电邮服务。

九龙尖沙咀德兴街7-8号礼苑大厦A座二楼 23663011，34229229，http://rentaroomhk.com/sindex.html 

参考价格：单人房：港币450-650元；双人房（2张床）：港币600-800元；家庭房（4人）床位：港

币160-220元

香港金海都酒店

开办于1989年，是海都宾馆的附属宾馆。2008年全新装修，所有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有线和无

线电脑上网服务，适合商务旅游人士入住。酒店在重庆大厦隔壁，安静舒适，也适合一家大小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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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36-44号重庆大厦A座15字楼A4室/C座8字楼C6室，港铁尖沙咀站D1出口600

米 参考价：舒适单人房：人民币200元；舒适大床房：人民币220元；标准双人房：人民币280元；

标准家庭房：人民币320元。

乐怡商务酒店

处于尖沙咀区心脏地带，邻近拥有不少具知名度的消闲场所及购物中心。酒店以经济简约为主体

，地点方便，可利用各种不同的交通运输工具方便往返香港市内每一角落。

九龙尖沙咀海防道49-50号2-9楼，港铁尖沙咀站A1出口，沿海防道步行2分钟 23111366 参考价：单

人房：港币400-450元；双人房（双人床）：港币450-650元；双人房（单人床）：港币500-700元；

三人家庭客房：港币600-850元；四人家庭客房：港币700-950元

马哥孛罗香港酒店

占地五千九百五十平米方，楼高十八层，有五家餐厅及酒廊、五个会议宴会厅、一个室外游泳池

、健身室。酒店耸立于九龙尖沙咀海傍，维多利亚港美景尽入眼帘。酒店所在地为尖沙咀商业、

购物和娱乐活动中心，四通八达。 

(图片由网友 @小白兔白又白 提供)

地址：九龙尖沙咀海港城广东道3号 

电话：21130088

网址：http://www.marcopolohotels.com 

                                               77 / 82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581&do=album&picid=37667
http://www.marcopolohotels.com


�������

香港购物2011
参考价：双人房（双人床）：港币2450-4520元；双人房（单人床）：港币2450-4520元；

套房：港币4900-1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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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港币兑换

大部分正规超市、商场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或刷卡，会自动换算成港币金额，只是换算值比当日平

均汇率相当或稍低一点。也有部分小店直接把你交上来的人民币当成港币买单，结账台上有提示

显示：“欢迎使用人民币付款”，有赚的事他们都会十分欢迎的。 

要换港币，建议在出境关口的银行就换好，那里的汇率高点。逛街时想换港币，一般银行都提示

此服务。另外只要看到“找换“标志都可以换币。

香港本地货币是港币，它与美元挂钩，汇率约为1美元兑7.76港币。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是香港三家有发钞资格的银行。纸币的面值分别是：1000、500、

100、50、20和10港币；还有面值10、5、2和1港币以及50、20和10分的硬币。

这里普遍接受信用卡结账，街上有很多自助取款机，可取港币；维萨和万事达卡的用户去汇丰银

行和恒生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款，美国运通的卡主在Express Cash自动取款机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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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合法的现金兑换处及酒店都可以用现金或旅行支票兑换现金，但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旅

行支票由发行公司兑换现金，不收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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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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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lvren.cn/feedback/
http://d.lvren.cn/gonglue/lijiang
http://d.lvren.cn/gonglue/emeishan
http://d.lvren.cn/gonglue/hangzhou
http://d.lvren.cn/gonglue/beijing
http://d.lvren.cn/gonglue/xiangganggouwu
http://d.lvren.cn/gonglue/taiwanzyx
http://d.lvren.cn/gonglue/niboer
http://d.lvren.cn/gonglue/maerdaifu
http://d.lvren.cn/gonglue/ru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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