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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er忠告
★ 香港的治安是不错的，24小时能见到警察在市内巡逻，主要是小心
小偷，不要随意参加陌生人提供的赌博或投资活动。

★ 在逛街时，请记得留意名牌店铺背后那些不起眼的小店、餐厅等。
在香港很多真正的宝藏都隐藏在著名旅游景点背后。

★ 香港室内一年四季的空调温度都开得非常低，即使是大夏天也建议
带件薄长袖外套，以防室内外温差太大而感冒。

★ 特别留意香港的1斤等于16两，在干货、药材时要注意这一点。

★ 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都不能饮食，公共场所也尽量不要大声喧哗。

★ 香港的自动扶梯规定靠右站，让出另一半的梯级供行走的人使用。

★ 香港的禁烟很严格，所有工作地点、公众地点、饭店、街道以及公
众游乐场所内的大部分范围已经被列为禁烟区。在非吸烟区吸烟则会
被处以最高5000元港币的罚款。

★ 除了茶餐厅及快餐店外，大部分的餐厅及酒楼都会在总帐单加上10%
的服务费，另外您也可以依着个人喜好额外给予服务人员5%的小费。春
节期间服务小费会上涨一倍以上。

★ 经香港过境往来第三国家或地区的持中国护照游客，可以免签证在港
逗留7天，但必须持有事先预定好去第三国家或地区的车、船、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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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帮助
香港主要通行英语和粤语，使用普通话也是基本没问题的。香港人
一般都能完全听懂普通话，也能说基本普通话；地铁、巴士等交通
均使用粤语、英语与普通话作为广播语言。

★ 常见粤语会话
你好(音：Nei Ho)
呢度點去/ 呢度点去(音：Ni Dou Dim Hui)- 怎么去这个地方？
係邊度/ 系边度(音：Hai Bin Dou)- 在哪儿？
救命(音：Gau Mang)
唔該/ 唔该(音：Ng Goi)- 感谢或请别人帮忙的时候用
幾多錢/ 几多钱(音：Gei Dor Qin)- 多少钱？
平D啦(音：Pang D La)- 便宜点！
多謝/ 多谢(音：Dor Jie)
對唔住/ 对唔住(音：Dui Ng Jv)- 对不起

巴士(音：Ba Xi)- 公交
的士(音：Dic Xi)- 出租车
小巴(音：Xiu Ba)或Van仔(音：Van Zai)- 红绿顶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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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生活
香港人出了名的勤奋高效，从走路的速度就可以看出来。港人大都
外冷内热，一开始可能觉得他们的表情挺冷漠，说话也硬邦邦似乎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但其实他们都非常热心，有什么困难一定
会伸出援手，距离感可能只是因为怕自己的普通话不好造成的。这
里阶级分层比较明显，中上层衣冠楚楚，明显有英国遗风，行为习
惯也比较西方，草根阶层就比较不同，风俗习惯都和广东人接近。

餐厅一定是开得最早收得最晚的地方，吃货一天24小时都不怕找不
到满足口腹之娱的地儿。一般商铺10点半后才会陆陆续续开门，特
色小店更是要到下午才迎客，是否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这座城市夜
生活的丰富呢？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9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7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40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15
http://www.qyer.com/
http://www.qyer.com/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9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9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7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27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40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40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15
http://guide.qyer.com/index_action_detail_id_15


P 2

M
ap data ©

 O
penStreetM

ap contributors, CC
-BY-SA



P 3

Map data ©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CC-BY-SA



P 4



P 5

  

或C3出口的朗豪坊，沿着弥敦道一直步行至油麻地。途中可以随意
走进各种小街小巷，穿梭在“石屎森林”之中。

旺角、油麻地再往南是维多利亚港边的尖沙咀，同样是香港的购
物、餐饮中心地区，除了在山林道苏豪区体验各国时尚，也可以在
诺士佛台及诺士佛阶享受香港本土化的美食街，还有星光大道、钟
楼、香港太空馆、香港科学馆、香港艺术馆等景点。

★ Tips：旺角体验
旺角的信和中心是动漫爱好者的天堂，这里有非常多日本的最新进
口漫画唱片和纪念写真，OTAKU千万不要错过！老唱片收集者也可
以来晃一晃。穷游er如果买不起动则上万的名牌就可以去尖沙咀去
年新开的三个Shopping Mall: The One, K11和I-Square逛逛。他
们分别在弥敦道的两侧，都有直接的地铁出口可以到达。在这里推
荐K11里Awfully Chocolate的朱古力冰淇淋和The one的Cheeses，
都是之前台湾明星黄湘怡开的甜品店，味道超赞！

★ 港岛——中环 Central A        铜锣湾 Causeway Bay  A                                               

中环处于香港的心脏地带，自开埠以来，中环就成为香港的金融市
场中心，是香港租金最贵的地方之一。同时，中环也是高级购物饮
食区，名店林立。著名的兰桂坊、苏豪(SOHO)是酒吧和餐厅的集中
地，每晚均有大量老外和游客到此体验香港的夜生活，西方节日尤
甚。除了商业化的一面外，中环区内还是保留了很多“老香港”文
化的街道、建筑等，诉说着多年来的香港故事。

建议由石板街(砵典乍街)一直沿着荷里活道向上行，沿途除了有殖民

色彩浓厚的旧中区警署 见地图C标识  A 、域多利监狱 见地图C

标识  A 等经典香港历史建筑外，还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老店和
卖酱醋、凉果，补伞，做纸扎等快要消亡的传统行业。早上到中环
各种露天开放式街市溜达，如卑利街街市、结志街街市等，可以更
好的了解香港居民的原生活。此外，全世界最长的户外有盖行人扶
手电梯——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也是体验中环的一种方法。

到达方式：主要以港铁、巴士和小巴等为主要交通，也可以在中环
港外线码头乘坐渡海小轮到梅窝、南丫岛、坪州等离岛；另外可以
乘坐叮叮车来往包括中环等港岛地区。

铜锣湾是港岛另一个繁华的商业区，是全世界租金第二贵的地段(仅
次于纽约第五大道)，听过“下一站，天后”的人们应该对这一区的
时代广场、百德新街、大丸、天后都不陌生，港岛区的居民常说住
在铜锣湾就不想搬去其它地方，可见这里有多便利。新地标希慎广
场的新开幕和其中的诚品书店为铜锣湾增添了新的吸引力。除了购
物之外，这里也林立着无数充满特色的二楼书店和Café，逢赛马日
可以去跑马地放手一搏，信风水的还可以去鹅颈桥看看打小人。

★ Tips：中环景点
中环的景点可以分为政治、购物、老香港等几种。政治类景点包括立法会

大楼 见地图C标识  A 、政府总部 见地图C标识  A 、礼宾府(特首

住处) 见地图C标识  A 等，碰巧遇上争议较大的社会事件发生或重要
政治日子纪念日时，在这些地方外面不难看见香港市民游行和示威。

建议在搭乘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时不要一下到顶，可以在中途“下
车”，随意发掘那些别具特色的小店和餐厅。尤其是荷里活道，两
边的古树建筑参差着酒吧画廊别有一番风情。

     城市速写
香港，是张爱玲笔下那座华丽摩登的悲情之城，是王家卫电影里那
点纸醉金迷的风情万种，是艾敬“我的1997”那一曲中的花花世
界，是TVB镜头前不断流转的市井气息。150多年的英国殖民地风
尚和源远流长的东方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这个“亚洲国际都
会”的传奇。而今，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依旧矗立在中国的最
东南，用它独特的魅力带给所有旅行者无数的惊喜。

香港既是购物狂和美食家的天堂，也是小资派和背包客的尘世。清
早去中环莲香楼慢慢悠悠跟老人家饮个早茶，然后穿过荷里活道无
数的画廊和孙中山历史径，到摆花街石板路吃个蛋挞喝杯丝袜奶
茶。下午血拼完中环、金钟、铜锣湾琳琅满目的名品和潮店，搭叮
叮车到湾仔吃走过半个世纪的冰火菠萝油。夜晚华灯初上，坐天星
小轮横穿维多利亚港，欣赏香江两岸的迷人夜景，去尖沙咀遛遛星
光大道和充满殖民地色彩的1881旧水警总部，到旺角油麻地给家人
挑拣电器波鞋和古玩，最后可以在大排档尝个海鲜小炒抑或煲仔
饭。或是约三五好友去红馆看一场演唱会，在兰桂坊high一整夜，
猫24小时诚品读一整晚书。

这个由香港、九龙、新界及其它260多个岛屿组成的弹丸之地，却
装载了700万人口，用“寸土寸金”来形容香港再恰当不过。与其
它城市相比，香港的最大特点和好处是便利。初来乍到，游客不用
为语言、通信、住宿、消费各方面担忧，成熟的服务和设施让人宾
至如归。便捷的地铁公交网遍及了市区的每一个角落，没有心烦的
交通堵塞，即使住在城市的边缘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到达繁忙的市
中心，老式渡轮也能极快地载着游客从繁荣的都市走进绿意盎然的
离岛，听渔港和海岸讲述那一个又一个关于殖民与变迁的历史故
事，去体验围村和大澳老居民带来的浓浓人情味。一万个人有一万
个爱上香港的理由，这座城可以浅游，可以深品，它就像是一个多
面的大魔方，任何人在这里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面。

景点 - 都市
★ 九龙——旺角 Mong Kok  A    尖沙咀 Tsim Sha Tsui   A
旺角是香港人流最旺盛的地区，是年轻人的潮流特区。旺角的“楼
上文化”也是香港的特色，在西洋菜街、嘉乐商场附近，均有很多
别具特色的楼上书店、café等。另外，旺角的特色还包括24小时营
业的商店和餐厅、各具特色的横街直巷(如：女人街、雀仔街、花
墟)、街头表演等。

★ Tips：文艺旺角
除了感受香港的拥挤外，在旺角别忘了偶尔抬起头，在旧房子(又
称“唐楼”)的招牌中找寻各种特色小店，和那些在这个繁华都市里
一直坚持着的梦想。

另外，位于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 见地图B标识 A 每月均设

定不同的电影主题，旁边更有文化书店Kubrick，适合喜欢文化和艺
术的朋友。另外，电影中心也会定期举办电影节、展览等。电影中
心于2011年8月开始装修，现在只有2个放映厅开放，剩下的2个放
映厅将于2012年重新开放。

旺角同时也是香港交通最为方便的地方，当地人有一个说法：晚上
只要到了旺角就一定能找到回家的方法。港铁是旺角的主要交通工
具，另外也有小巴、巴士等往来全港各地。步行是最适合感受旺
角、油麻地一带的旅游方法。可以从港铁旺角站D2出口的旺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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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 - 人文自然
★ 太平山顶 The Peak 见地图B标识                                A
香港岛最高山峰，也是俯瞰香港夜景的必到处。另外，乘坐山顶缆
车观看倾斜的香港，也是另一种独特的观光方法。山顶有凌霄阁摩
天台、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等。

从中环花园道总站(中环港铁站K出口步行5分钟)乘山顶缆车到达山
顶凌霄阁；徒步上太平山顶路线也很多，包括中环—半山—山顶、
香港大学—山顶、龙虎山山径等，时间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

开放时间：
山顶缆车：7:00-00:00
凌霄阁：(星期一至五)10:00-23:00；(周末和公众假期)8:00-23:00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10:00-22:00
门票：
山顶缆车车票：港币28元单程、40元往返。
凌霄阁摩天台428：港币30元。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港币185元。
如果打算坐缆车参观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或凌霄阁，建议在山下的
缆车站买套票，比买正价门票便宜7%左右。

★ 天际100香港观景台 见地图B标识                                A
是香港最高的室内观景台！位于西九龙全港最高大厦环球贸易广场
100楼，海拔393米(全楼490米)，在这里访客可以360度鸟瞰世界
闻名的日夜繁华景致。

除了观景，这里还设有大型的多媒体互动展览，及设施完善的访客
中心。精彩的展览生动地介绍香港独特的历史及文化，让游客深入
地了解香港。还设有通晓旅游知识的亲善大使，以及先进的行程编
排装置，游客可度身订造行程及方便收集本地旅游资讯。

到达方式：九龙站环球贸易广场出口；香港机场有K3、K4、K5三
条接驳巴士；另外也可以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搭乘8号巴士到达。尖
东、旺角、彩虹、上水也有不同的巴士和小巴。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10:00-22:00
门票：票价(即场/网上)，港币150元。
详情查询网站：www.sky100.com.hk

★ 西贡 Sai Kung 见地图A标识                                      A
被誉为“香港后花园”，是海鲜爱好者的胜地。西贡是三面环海的
半岛，游客可以向渔民购买新鲜海鲜，然后在附近找代客烹调的餐
厅；渔民们用塑料桶建起的海上平台“鱼排”也是西贡特色。

在西贡码头可以乘坐街渡、快艇或舢板可以到达附近的岛屿和鱼
排。其中桥咀洲有着非常独特的地貌：桥咀洲和附近的桥头岛是由
一条天然沙堤连接，在潮退时可以步行横过沙洲。桥咀洲和粮船
湾、果洲群岛等同时也属于香港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风浪较大
地势险要，只适合在风平浪静的夏季乘船在近岸游览。除了步行、
出海等方法外，单车、爬山也是另一种游览西贡的方法。

游览西贡附近岛屿前必须先查清天气，如涨潮时桥咀洲的连岛沙洲
会被完全淹没，影响回程路线和时间。可以提前在香港天文台网站
搜集有关潮汐等天气资料。

到达方式：钻石山站C2出口乘搭92线巴士；或港铁彩虹站C2出口
乘搭1A线绿色小巴至西贡市中心总站下车；或港铁坑口站B1出口乘
搭101M线绿色小巴至西贡市中心总站下车。

★ Tips：关于西贡
除了闻名的港式海鲜之外，西贡也云集了多间一流食肆，这里不仅
有港式海鲜排档，还有许多充满东南亚以及欧陆风情的食店，可以
尝到非常正宗的德国猪手、意大利特大pizza，还有印度咖喱。这里
的甜品也十分出名，连满记甜品首家老店也始于这里呢！

爱水上活动的朋友们若是觉得东南亚太远，西贡也是一个好选择，
在这里一样可以考潜水牌(证)。

香港本地人也十分喜欢在周末或者公众假日到西贡来游玩，所以假
日来玩的话要注意交通堵塞的情况。

★ 赤柱 Stanley 见地图A标识                                         A
集本土文化、历史、酒吧餐饮与大自然于一身的赤柱，是英国殖民
地时期的英军军事据点。赤柱以其市集的中西文化交融、充满英国
殖民地色彩的美利楼闻名。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赤柱广场购物中
心旁的表演场地都会成为“赤柱艺墟”，由创意市集、艺术表演带
创意工作坊等，是文化交汇的又一展现。由于风浪较大，赤柱的沙
滩也是著名的滑浪风帆胜地。

赤柱的主要景点有赤柱正滩、赤柱广场、赤柱市集、美利楼、天后
古庙等。如果想享受赤柱的阳光与海滩，建议在赤柱正滩再往前走
一点，就可以到达人流较少、沙粒较细的“圣士提反湾”。沙滩附
有烧烤炉和小食亭。

到达方式：可以坐港铁到中环站下，从A出口前往交易广场巴士站乘
坐6、6A、6X、260巴士到达；也可从坐港铁到铜锣湾站下，从B
出口步行至登龙街，乘坐40号专线小巴前往。

★ 天坛大佛 The Big Buddha 见地图A标识                     A
位于大屿山宝莲禅寺旁边和昂坪360景区内，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
青铜座佛。爬上268级石阶后可以参观大佛和展览厅。展览厅分3
层，第三层供奉了佛陀舍利真身。昂坪360的水晶缆车的透明车底
设计亦为该景区特色之一。但是由于参观者最高只能爬到莲花座
处，雾气重或天气不好时参观大佛，什么都看不见。冬天情况水气
凝结成雾，也不容易一睹佛容。

到达方式：港铁东涌线于东涌站下车。步行2分钟至东涌缆车站。乘
坐昂坪缆车到达昂坪缆车站后步行5分钟到达大佛。(缆车需时25分
钟)；也可以由东涌站外的巴士站，乘23路大屿山巴士至昂坪巴士总
站后步行5分钟到达大佛，需时约45分钟。
开放时间：天坛大佛：10:00-17:30；宝莲寺：8:00-18:00；宝莲
寺斋堂：11:00-16:30
门票：宝莲寺、天坛大佛免费；天坛大佛展览厅25元，凭在大佛入口
处/宝莲寺斋堂门口购买斋券(标准餐每人港币60元、贵宾餐每人
100元)可免费参观。

穷游网倡导的穷游精神，是⼀一种背上行囊，清爽上路，简朴行走，自由心灵，穷尽天下美景的潇洒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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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 车种

         ★ 大澳渔村 见地图A标识                                      A
       大澳位于大屿山西北面，有“香港威尼斯”之称，作为香港最有
名的渔村，可以见到特色的棚屋和生活习俗，海产小吃也很有特色。
到达方式：港铁东涌线于东涌站下车，再乘坐11号新大屿山巴士前
往大澳巴士总站；或在中环5号码头乘渡海小轮往大屿山梅窝，再转
乘1号大屿山巴士往大澳巴士总站 。

景点 - 主题公园
★ 香港迪士尼乐园 见地图A标识                                      A
位于大屿山上，面积并不大，游玩项目老少皆宜。早上的时候游客
会比较少，也不要错过晚上关门前的烟花。

到达方式：可以乘坐非常有特色的港铁迪士尼线；在早上及傍晚的
繁忙时间，还有R11、R22、R33、R42巴士来往于主城区和乐园
之间，另有R8全天运行；另外在深圳皇岗上午还有跨境大巴发车。
开放时间：10:00-21:00

景点 - 离岛
离岛是香港的另一重风景，可以感受到和都市截然不同的渔村风
情。香港有260多个离岛，一般要乘渡轮到达。有名的包括大屿
山、南丫岛、长洲、坪洲、塔门等等。

★ 南丫岛 见地图A标识                                                  A
南丫岛是香港第二大离岛，有宁静悠闲的海滩和树林。榕树湾码头
附近是南丫岛的主要商业区；南部的索罟湾第一街是海鲜一条街；
北部的榕树湾大街则有很多咖啡店、西餐小店，有比较正宗的具有
各国特色的餐馆，也有香港特色小食。除此以外岛上还有天后庙、
神风洞、卢须城湾、卢须城村、洪圣爷湾泳滩等景点。岛上有徒步
和单车路线，在榕树湾码头下船即能租到自行车，不过只能在租车
点还车。 

到达方式：从中环4号码头搭乘轮渡可前往南丫岛的两个主要码头：
南边的索罟湾码头和北边的榕树湾码头。其中往返榕树湾码头的轮
渡班次较多，乘船须约30分钟。

★ 长洲 见地图A标识                                                     A
长洲这座海岛更小，骑车一小时就能环岛一圈。岛呈哑铃状，西面
是渔港、码头，也有土产、海鲜和各国美食店铺与住宿；东面则是
著名的海水浴场，也是滑浪风帆运动胜地。岛的南北有几处古迹。3
月的时候长洲是香港最佳赏樱花的去处。长洲同样适合徒步和单
车，但是周六、日和公共假日单车全天禁行。

到达方式：从中环5号码头24小时有渡轮前往长洲，每班间隔半小
时到一小时。

★ 塔门 Grass Island 见地图A标识                                        A
塔门曾经是繁忙的渔村，地处赤门海峡及大鹏湾之间，是香港离岛
上的草原，清澈带点绿蓝色的海水是摄影的好地方。塔门有一个特
色：牛！所以在草地上休息时记得小心脚下的牛粪。喜欢登山探险
的朋友可以登茅坪山，这里还没有被开发，只有被登山者开发出来
的路。

到达方式：乘坐港铁东铁线到大学站B出口，然后左转沿着指示到达
马料水码头，再坐船到塔门。

景点 - 博物馆
逛博物馆也是了解香港的一种方法。目前香港政府辖下的博物馆共
18座，逢星期三免费入场(个别专题展例外)，特色的博物馆包括：

★ 香港科学馆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s           A
见地图B标识 
属于老少咸宜型的博物馆，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参观，绝对是香
港行里的一个惊喜。整个科学馆的70%的馆藏都是互动性展品，大
部分可以有参观者自己操作，趣味十足。参观需时最少4-5小时。

到达方式：搭乘港铁至尖沙咀站B2出口沿金马伦道向尖沙咀东方步
行约18分钟。
开放时间： (星期一至三、五)10:00-19:00、(周末、公众假
期)10:00-21:00；逢星期四(公众假期除外)、春节年初一、年初二
休馆；12月24日和农历年除夕17:00闭馆。
门票：港币25元。
hk.science.museum

★ 湾仔民间生活馆 见地图B标识                                      A
香港首个民间博物馆，是了解香港的另一面的好去处。以保护及推
广湾仔的地区文化特色为目的，生活馆定期举办各类公众展览、社
区旅游、工作坊等活动，由湾仔居民作向导，引领参观者更全面的
了解香港和湾仔文化和历史。过往展览包括冰室文化、香港电视文
化与回顾、香港的宗教风俗等，另外也可参加或预约文化游。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日)13:00-17:00，星期三和公众假期休馆。
门票：参观展览免费，文化游港币60元/人(10人成团)。
导赏服务、参加文化游或工作坊需要提前电话预约：852-21175851
cds.sev227.001at.com/WLM

★ 孙中山纪念馆 见地图C标识                                          A
位于港岛中环半山卫城道7号，介绍国父孙中山的生平及他和香港的
关系。小洋楼式的建筑十分有特色，是香港其中一座最早以钢筋构
建，并有供电线路铺设的私人住宅，亦是香港现存少数的二十世纪
初建筑物。出来就是孙中山历史径，沿着这条小径一路下山，亦可
以体会到20世纪初的香港味。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三及星期五：上午10:00至下午6:00。星期
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午10:00至下午7:00。
门票：标准票10元，优惠票5元，团体票7元。
电话：852-23676373
hk.drsunyatsen.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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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 游客中心 Tourist information 见地图标识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网站：www.discoverhongkong.com
在港铁各站内也有附带港铁路线图的中英对照景点介绍。游客也可
在9:00-18:00期间致电852-25081234查询。

Tourist Center：
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咨询中心：一号客运大楼入境大堂缓冲区A及B，
8:00-21:00。
香港岛旅客咨询中心：太平山顶露天广场，9:00-21:00。
九龙旅客咨询中心：尖沙咀天星码头，8:00-20:00。
罗湖旅客咨询中心：罗湖客运大楼2楼入境大堂。

★ 地图
在机场等入境口岸，以及各旅客咨询中心可以免费索取旅游地图；
另外，在如7-11、OK便利店等便利商店和各大小书店等均可以买到
更详细的街道、自驾游地图。街道上也有地图牌，标示该地区的主
要建筑和景点。

★电话
香港有很多手机电讯公司，如Sma r t o n e、3、PCCW、
One2Free、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对于内地游客来说性价比最高
的手机卡是中国联通或者中国移动的一卡两号，话费便宜，中港两地
都能充值也可以上网，在所有7-11、OK便利店和手机门市都可以买
到，便利店在香港机场，深圳罗湖关口、红磡火车站等地随处可见。

★ 网络
政府在香港超过390个政府辖下设施提供免费WIFI；另外在港九新
界的图书馆、星巴克、太平洋咖啡(Pacific Coffee)等地均有电脑可

供上网。
详细WIFI热点可以浏览政府网站：www.gov.hk/sc/theme/wifi

部分港铁站可以找到免费上网的电脑i-center，详情请见港铁网站：
www.mtr.com.hk
在任何一家星巴克或麦当劳均可以免费享用20分钟的WIFI服务。所
有机场巴士及部分新巴和九巴上都提供免费WIFI，各港铁站、香港
国际机场和机场快线等设施均可享用PCCW的免费WIFI服务。另
外，PCCW与Y5ZONE提供付费WIFI信号，可以在专门店、便利店
或者网上信用卡购买。

★ 货币帮助
刷卡消费：银联、VISA、MasterCard普遍可以使用，在大型或高
级店铺和餐厅大都可以使用Amercian Express、Diners等其他类
型信用卡。

兑换店或两替店：见地图C标识 
需要兑换一些零钱用于平时小额购物，兑换店基本上无处不在，要
注意汇率会有很大差别；银行也可以进行外币兑换，可是需要收取
手续费(因银行而异)。

ATM取现：银联卡在香港所有银行均可直接提现港币，手续费按照
发卡行的规定不同。

★ 邮局 见地图C标识 
香港邮局www.hongkongpost.com，营
业时间基本上为周一至周五9:00-17:00，
周六9:00-12:00。空邮明信片往国内，不
超过20g港币2.4元。

旅行日历
★ 旅行季节
香港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夏季炎热潮湿，夏秋季可能有台风光顾，
冬天气温最低会在10度左右。可以在香港天文台www.hko.gov.hk查
询当地天气。

★ 节日 
农历新年 春节
烟花汇演、新春花车巡游、黄大仙庙抢头柱香、车公庙祈福和年宵市
场等，每天皆有特定的热闹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山人海的年宵
市场，没去过可以说等于没经历过香港的春节。从年花到玩具到纪
念品到家具用品等，都是年宵销售货品。

香港农历新年时间表：
农历十二月廿四 - 正月初一清晨六时：年宵市场。主要地点包括：
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全港最大年宵市场)、旺角花墟、沙田禾乐游乐
场等。
十二月廿九：部分店铺暂停营业。
农历十二月三十 - 正月初一凌晨十二点正：黄大仙庙抢头柱香。
正月初一：新春花车巡游(每年路线不同)。
正月初二：维港新春烟花汇演。
正月初二或初三：沙田车公庙祈福。

          门票：3岁以下小童免费。
        1日票，成人港币399元，11岁以下儿童285元，65岁以上长
者100元。
2日票，成人港币499元，11岁以下儿童355元，65岁以上长者
170元。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cn

★ 香港海洋公园 见地图A标识                                         A
东南亚最大的娱乐消闲公园之一，除了海洋馆以外，还有各种动物
的表演剧场，以及世界第二大的户外扶梯。

到达方式：乘坐大巴很方便，可以在中环乘坐6A、6X、70、75、
90、97、260、M590；在铜锣湾乘坐72、72A、92、96、
592；在九龙乘坐171、671、107、973；在新界沙田170。另外
还有城巴629专线，在港铁金钟站或中环码头乘坐，金钟站的车次
较多。
开放时间：10:00-19:00(周一至周五)，9:30-19:00(周六、日)，
各种剧场表演有固定时间安排。
门票：成人港币280元，11岁以下儿童140元，3岁以下和65岁以
上免费。
www.oceanpark.cn

尊重当地人，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旅途中的⼀一切。旅途的每⼀一次等待，每⼀一次迷路，说不定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http://place.qyer.com/poi/62080/?local_poi_id=62080
http://place.qyer.com/poi/62080/?local_poi_id=62080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gov.hk/sc/theme/wifi/location/result.htm?id=all&type=all
http://www.gov.hk/sc/theme/wifi/location/result.htm?id=all&type=all
http://www.mtr.com.hk
http://www.mtr.com.hk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cn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cn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70?local_poi_id=59070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70?local_poi_id=59070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70?local_poi_id=59070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70?local_poi_id=59070
http://www.oceanpark.cn
http://www.oceanpar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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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交通
★ 机场

✈ 香港国际机场(HKG) 见地图A标识  A 
又称赤鱲角机场(赤腊角机场)。分为一号和二号客运大楼，两栋大楼
以位于中央及两端的有盖通道连接，往来步行约5分钟。从机场前往
市区的交通包括：机场快线、巴士、出租车、酒店的接驳巴士等。
另外还有跨境巴士、境外客轮服务等可以前往广州、深圳等珠三角
城市。

机场快线：运行线路为机场站-青衣站-九龙站-香港站，和机场站-博
览馆；机场-香港站(成人单程)港币100元、(成人往返)港币180元，
服务时间为5:50-次日1:15，约10分钟一班，到中环一般需24分
钟。游客可于出发前一天到航班起飞前约90分钟在香港或九龙站办
理登机手续，寄存行李和领取登机证。

香港国际机场网站：www.hongkongairport.com

★ Tips：机场快线旅游票
在机场快线各站有售旅游票，比起八达通来稍划算一点，只限非香
港居民并在香港逗留少于14天的游客使用，需出示有效旅游证件。

一程票(港币220元)：1次机场快线单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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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程票(港币300元)：2次机场快线单程+连续3天无限次乘搭港
铁、轻铁及港铁巴士(同上)。

巴士：机场巴士总站有多辆巴士前往香港市区各地，A字为首的巴士
为机场巴士，直接从机场开往市区，车资较高，E字为首的巴士路经
机场后勤一带，车资却相对便宜。有些机场巴士路程中不报站也不
显示站牌，第一次搭乘的乘客要小心。行李不多的游客建议先乘坐
S1巴士到东涌巴士总站(港币3.5元)，然后再转乘港铁到达香港各
地。这样较乘坐机场快线甚至机场巴士来得便宜而且不容易迷路。

★ 城际巴士 
香港与深圳皇岗口岸、深圳机场和广东各地之间都有城际巴士往
来。有环岛大陆通和中港通两个公司可选，往深圳机场方向在湾
仔、佐敦、圆方都可以上车，走深圳湾(蛇口)关口，过关要下车。站
点买票成人约130人民币一位，网上订票优惠20元。出发时间详情
请见两个公司的网站：
环岛大陆通网站 www.trans-island.com.hk
中港通网站 www.chinalink.hk

★ 火车 见地图B标识          
港铁城际直通车是香港对外的铁路系统，包括香港到广州东、东
莞、佛山、肇庆、北京、上海的车次。所有对外列车均由红磡火车
站发车，需提前约45分钟开始检票。车费和具体发车时间可以在
www.it3.mtr.com.hk查询。

★ 渡轮 见地图标识 
在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上环港澳码头和海天客运码头均有渡轮可
前往澳门和中国大陆(珠三角各大城市)。详细票价、服务时间表参见
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 

         复活节 3月底4月初
       香港每年的两个长假之一，纪念耶稣受难和复活，满街的彩蛋
和兔子，主题乐园、商场和食肆也会有相应的主题活动。香港国际
电影节一般也在这个时候举行，票很早就会售罄，所以电影迷们一
定要提前上网订票观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哦！

长洲太平清醮 农历四月初五至初八
属于香港本土独有的节庆之一，在长洲会有“抢包山”和“飘色巡
游”的活动，其中抢包山更是节日的高潮。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
香港的端午节除了吃粽子以外，多个沿海地区都会举行赛龙舟活
动。主要比赛地点包括赤柱、沙田城门河等。

香港书展 7月
香港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除了可以饱揽群书，以折扣价购买各
种新旧书籍杂志，更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和活动，是一个独特的大型
文化展览。地点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香港美食博览 8月
香港贸发局在会展中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美食节，不用游览世界就
可以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珍馐，还可以采购手信，是美食爱好
者交流的天地。

盂兰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
又称鬼节，香港人会在这天到公园球场等宽阔空地进行烧街衣等活
动，以祭祀祖先和阴曹孤鬼。部分会场会设有潮剧演出，还有形式
多样的文艺活动和手工技艺作品展示。

万圣节 10月31日
万圣节有3大去处：兰桂坊、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每年万圣节整
日，位于中环的“酒吧街”兰桂坊都会有各国的群鬼出动，通宵狂
欢；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均会举办万圣节主题活动，迪士尼以表
演和游乐设施为重，而海洋公园的“哈啰喂”万圣节派对把整个海
洋公园变身不同主题的鬼屋。

平安夜 12月24日
兰桂坊、尖沙咀等地通宵狂欢达旦，一起倒数圣诞节的来临。前往
参与倒数活动建议在晚上10点前到达，否则会被长长的人龙堵在某
小巷/街道里。同时，基于安全理由，香港警方会实施人流管制，限
制参与活动人数。另外，维港两岸的建筑物也会利用灯饰向市民表
示祝福，观看灯饰成为了香港庆祝圣诞节的一大活动。

新年倒数 12月31日
除了兰桂坊外，元旦前夜在维港的“幻彩咏香江”会有特别版的演
出，除了激光汇演外，还包括烟花汇演。另外，其他倒数地点还包
括铜锣湾时代广场、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工展会等。

工展会 12月至1月，每年不同
每年年底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除了众多中外品牌产品外，
还包括工展小姐选举等活动。产品包括美食、服饰、家居、参茸海
味等，是香港工业产品的户外大型展览会。

让我们在旅途中心怀尊重：让喜马拉雅山去改变你，而不要去改变喜马拉雅山。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71?local_poi_id=5907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71?local_poi_id=5907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71?local_poi_id=5907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71?local_poi_id=59071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http://www.hongkongairport.com
http://place.qyer.com/poi/89864/?local_poi_id=89864
http://place.qyer.com/poi/89864/?local_poi_id=89864
http://www.trans-island.com.hk/china.html
http://www.trans-island.com.hk/china.html
http://www.chinalink.hk
http://www.chinalink.hk
http://place.qyer.com/poi/59074/?local_poi_id=59074
http://place.qyer.com/poi/59074/?local_poi_id=59074
http://www.it3.mtr.com.hk
http://www.it3.mtr.com.hk
http://place.qyer.com/poi/59075/?local_poi_id=59075
http://place.qyer.com/poi/59075/?local_poi_id=59075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china/plan-your-trip/practicalities/transport/getting-around/ferrie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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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内交通
香港主要交通为港铁、巴士和小巴等，香港区还有电车(叮叮车)；屯
门、元朗、天水围有轻铁。香港所有公共交通均配有粤语、普通话
和英文广播，不了解上下车情况可多加注意。除了现金买票，使用
八达通卡付款更方便(出租车、渡海小轮、小巴除外)。一般港铁站与
站之间相距约15-20分钟的步行路程，游览香港的最佳办法其实是
步行，可沿途发掘隐于市的“宝藏”。

★ Tips：八达通 
八达通是香港通用的充值卡，适用于所有交
通(出租车除外)、便利商店等、大型超市和
连锁餐饮等地。可以说是一卡在手，无处不
通行，基本上现金是不用带了。八达通可以
在任何港铁站购买和退卡，可以在购买3个
月内退还八达通需收取港币9元作手续费。另外有时候使用八达通付
车费会有折扣，详情请参考交通工具站牌。另外，可以在便利商店
(7-11/OK便利店等)、百佳、惠康超市、麦当劳等快餐店，以及各交
通的站内充值机充值。持八达通卡乘坐机场大巴前往市区车费港币
40元，如果当日从市区返回机场，则返程车费港币20元。

★ 小巴
一般为香港市民使用，载客量为16人，分成红顶小巴和绿顶专线小
巴。绿顶小巴有固定线路路，接受八达通；红顶小巴的线路比较不
固定，大部分只接受现金，不接受八达通。不熟悉路线的乘客乘坐
小巴需要问好下车点，尤其是红顶小巴，上下车点经常会使用某地
区的老名字作为识别，车上不会有任何提示，司机也可以比较随意
地改道行驶。到了凌晨时段，像在旺角这种中转地点，小巴一般比
巴士有较多的路线选择，而且较多通宵路线，是凌晨或清晨回家的
好选择，但通宵小巴一般都是红顶小巴。某些地区的凌晨时段的小
巴还有一种特色，时速达80公里，一般较为长途，经高速公路行
驶，行驶时乘客甚至有轻微离心力之感，香港人俗称之为“亡命小
巴”。如屯门至旺角等。

★ 巴士 见地图C标识 
香港巴士分为市内巴士、过海巴士、通宵巴士、机场巴士等。过海
巴士的号码一般是“10X”或者“11X”(X代表一个数字)。通宵巴
士又称“N车”，指的是所有N字为首的巴士。一般巴士另外也分成
空调巴士和非空调巴士。车费会因为路程和空调设备而不同。有些
巴士来回是同一线路，另一些是循环线。每个巴士站均有巴士站
牌，清楚列明每一路巴士沿途所经路线、车费、班次等资料。另外
需注意分段收费，不清楚可以在付钱前先行询问司机，以免多付。
建议可以下载手机Apps“城巴新巴”(港岛区及机场巴士)和“九
巴”(九龙区及过海巴士)查询线路。

★ Tips：港铁和巴士的选择 
对于不熟悉香港地理位置的人来说，港铁是比较安全的交通方法。
如果必需乘坐巴士，可以先查看巴士站牌，并询问候车人群，确定
行程。在繁忙上下班时段乘坐巴士来往香港岛和九龙需注意堵车，
特别是红磡隧道。建议改坐港铁。

★ 港铁 见地图标识 
共10条线连接香港各地，车费由港币3.8元到42.5元不等(不包括机
场快线)，首末车时间约为6:00-24:00。另有游客全日通(港币55
元，使用起24小时无限次乘搭港铁)、游客过境旅游票(1天票港币

85元、2天票港币120元，首次使用起1日内或连续2日内无限次搭
乘港铁来回罗湖/落马洲一次)可供游客选择。
港铁网站：www.mtr.com.hk

★ Tips：港铁换乘
尖沙咀站和尖东站虽为连接车站，但换乘需要分开付车费或另外买
票。如果在尖沙咀一带游览，建议直接在地面步行前往，以免重复
收费，特别是八达通用户，一不小心就多付钱了！

香港站和中环站为另一个连接车站，在港铁站内按指示可以直接走
到，不需另外收费，前往上环必需在中环站转车。

每逢赛马日，只有部分列车会经停火炭站，其余列车会绕道马场
站，方便赛马人士进场观赛。

港铁东铁线是香港唯一设有头等车厢、静音车厢的路线。头等车厢
需要多收接引普通车费一倍的费用，而乘客以应自律在静音车厢尽
量保持安静。

★ 电车(叮叮车)
香港岛特有，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交通工具。由于行驶中发出的叮
叮声，所以又称为“叮叮车”。全港共有6条主要路线，连接筲箕湾
和坚尼地城，在马路上特定轨道行走，服务时间6:00-24:00，不管
远近，车费均为港币2.3元，接受八达通和现金2种付款方式。电车
行驶缓慢，带给游客另一种欣赏香港的视觉。月票售价港币200
元，于石塘咀、铜锣湾和北角的电车总站有售。

★ Tips：电车私用
电车也可私用。偶尔在港岛街上行走，会看见路上的电车有人向行
人挥手。这些属于租用电车，香港的私人电车派对是一种独特的聚
会方式。

★ 轻铁
只在屯门、元朗、天水围三個地区才能找到的交通工具, 共68个站
12条线, 其中4个站与港铁西铁线接轨。由于路轨分支路多，轻轨采
用多组路线班次，乘客必须登上正确路线的列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有时需要转车方能到达，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转一次车。轻铁采取分
区收费，上车前可在轻铁站牌查看。

轻铁站没有明显的出/进站口，而是在开放式月台的栏干上置有八达通
读卡器，或在月台上设有售票机，乘客需自行自律买票或付费。列车
上会有职员随机检票。被发现逃票，需缴交车费50倍的罚款。

轻铁的另一特色为它的优先过路权。它拥有较其他道路车辆和行人
高的优先权。在轻铁轨上行走时需注意看清左右是否有轻铁经过，
需要让其先行。

★ 的士
分市区的士(红的)、新界的士(绿的)和大屿山的士(蓝的)。红的能前
往港九新界各地，而绿的和蓝的只能分别在新界和大屿山营运。在
香港坐出租车不便宜，不过因为不用停站，所以一般较其他交通工
具快约30%。近年，香港的士采取“短加长减”的收费政策：距离
越远，每200米费用越便宜。另外要在后尾箱放行李或携带动物需
要另收费用。如在路边见到“双黄线”，是不能停车的。需要走
到“双黄线”以外地方打车。

不去穷游的借口可以找⼀一百个：签证太难、英语不好、水土不服、工作太忙、家人不放、最近手头紧……穷游的理由只有⼀一个：GO！

http://place.qyer.com/poi/59078/?local_poi_id=59078
http://place.qyer.com/poi/59078/?local_poi_id=59078
http://place.qyer.com/poi/59080/?local_poi_id=59080
http://place.qyer.com/poi/59080/?local_poi_id=59080
http://place.qyer.com/poi/59076/?local_poi_id=59076
http://place.qyer.com/poi/59076/?local_poi_id=59076
http://www.mtr.com.hk
http://www.mtr.com.hk
http://place.qyer.com/poi/59081/?local_poi_id=59081
http://place.qyer.com/poi/59081/?local_poi_id=59081
http://place.qyer.com/poi/59082/?local_poi_id=59082
http://place.qyer.com/poi/59082/?local_poi_id=59082
http://place.qyer.com/poi/59083/?local_poi_id=59083
http://place.qyer.com/poi/59083/?local_poi_id=5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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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价
2公里后，
每200米

短加长减
后尾箱
行李或
动物

红的 20元 1.5元
车费达72.5元以后，每

200米加收1元
5元

绿的 16.5元 1.3元
车费达55.5元以后，每

200米加收1元
4元

蓝的 15元 1.3元
车费达132元以后，每

200米加收1.2元
5元

★ 渡海小轮 见地图标识 
曾经是来往香港岛与九龙的主要工具，现今主要路线包活尖沙咀-中
环/湾仔、北角-红磡、中环-各离岛(如长洲、梅窝、坪洲)等。渡海
小轮较其他交通便宜，沿途能顺道欣赏维港风景，也是到达离岛的
唯一交通手段，是游览香港另一好选择。

★ Tips：天星小轮
始于1880年的天星小轮，曾经是香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现在
天星小轮仍往返于尖沙咀-中环(7号码头)/湾仔码头之间，票价港币
2.5-3.4元，月票港币125元。运行时间大约6:30-23:30，每6-14
分钟一班，可以在www.starferry.com.hk查询时刻表。

另外，天星小轮还提供“天星维港游”的游船服务，在维港内进行约
1小时的环形航线，成人日间单程票价港币80元，时间大约是
11:55-17:55(冬令)/18:55(夏令)；另有半日和全日通票、夜间票，
19:15在中环和19:55在尖沙咀还有“幻彩咏香江”的2小时维港游。

活动
★ 赛马
赛马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香港人说“马照跑，舞照跳”，它
是香港境内唯一合法赌博的本地运动项目。赛马日通常是星期三、
六或日，每逢赛马日马场摩肩接踵，万人喝彩。星期三的夜赛多在
跑马地马场举行，而周末的赛事多在沙田马场举行，同时港铁东铁
线某些班次将会为此改道，不经火炭站，改去马场站。每年的7月
16日至8月31日为休赛期。

★ 夜店
香港是个出了名的不夜城，喜欢夜生活的游客来到这儿怎么能错过
夜店带来的乐趣。港岛最出名的就是兰桂坊以及荷里活道一区的酒
吧。对着大街的Open Bar多数是聊天喝酒听听歌抽抽水烟，楼上的
更多是Clubbing，部分会员制的会所十分神秘，有待大家的探索。
九龙区也有充满异域风情的诺士佛台，微醺的同时还有美食陪伴。
Clubbing遇到Open bar的晚上一般收费在200-300元港币一位不
等，Ladies Night时女士不收费，但是要注意穿着，不能穿拖鞋、
背心、短裤等，一些地方女士不能穿球鞋。

★ 单车(自行车)
在香港大街上并不适合骑单车代步，单车在香港更多属于运动性
质。香港新界各地有很多单车径，供市民平日“单车乐”，其中以
沙田的单车径网最为完善；所有单车径附近都有店铺提供租单车服

务。另外，在单车径上行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靠左行驶，右方超
车，并且遵守路上的标志指示。

★ 户外活动

龙脊                                                                               A
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区“最佳市区远足径”，也是香港最美的
徒步路线之一，难度中低，沿途可远眺赤柱、红山半岛、浅水湾等
风景。整条路线经打烂埕顶山、龙嵴、云枕山、歌连臣山、大潭
峡、马塘坳到达大浪湾，全程约8.5公里，需时2.5小时。
到达方式：乘坐港铁到筲箕湾站下车，到南安街巴士总站乘坐9号巴
士至土地湾站下车。

大浪湾(西贡)                                                                    A
繁华香港的一片净土，评价极高，沙滩水清沙幼，夏天很多游艇停
泊于此，可以游泳、滑水、潜水；这里的几个湾，均是玩滑浪风帆
的好地方。这里没有任何手机信号，与世隔绝之余，还需注意安
全！龙脊徒步的终点也叫大浪湾，也是著名景点，不要和它混淆。
到达方式：从西贡市中心乘坐小巴到西湾亭，然后步行30分钟 。

★ 幻彩咏香江                                            A
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在维多利亚港两岸的建筑物于每晚20:00开始
历时约20分钟的激光表演，在星光大道至香港文化中心的尖沙咀海
旁和湾仔金紫荆广场海滨长廊可以收听音乐和旁述，逢星期二、
四、六为普通话。
到达方式：(尖沙咀)港铁尖东站J出口，依路牌指示前往星光大道和尖
沙咀海旁；(金紫荆广场)港铁湾仔站A5出口，按路牌指示沿人行天
桥步行约15分钟。

★ Tips：请拒绝鱼翅
虽然鱼翅是香港重要的传统食材，但是近年鱼翅的需求大幅上升，
对鲨鱼的捕杀已经对海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且鱼翅中汞污染物的
含量一般很高，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高营养，因此，点餐时请拒绝鱼
翅。香港半岛酒店也宣布由2012年起暂停供应鱼翅菜式，是香港首
家全面停售鱼翅的酒店。另外，“碗仔翅”里面其实只有粉丝和肉
丝，并没有鱼翅成分。

餐饮
香港是美食天堂，特色是中西融合，包罗万有：从香港特色的茶餐
厅、大排档、茶楼点心，到世界各国美食和特色创意菜；从路边
摊“扫街”到高级餐厅，只需多走几步，必定会发现你想吃的食
物。不过大部分的世界各国美食，都在过去几十年慢慢被“香港
化”，不一定正宗。

★ Tips：香港的点评网
Openrice.com(开饭喇！)是香港著名的餐厅指南及食评网站，包含
香港大部分食肆的资料，按菜式、地区、平均消费等项目分类，每
日更新。同时欢迎任何人发表食评，分享饮食心得。在香港大开食
戒前可以先行利用iphone app或网站进行查询，了解餐厅评价。

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了解⼀一些当地的历史、宗教和文化，留出⼀一点时间和当地人喝茶聊天，你会在旅途中收获更多的乐趣。

http://place.qyer.com/poi/59085/?local_poi_id=59085
http://place.qyer.com/poi/59085/?local_poi_id=59085
http://www.starferry.com.hk
http://www.starferry.com.hk
http://place.qyer.com/poi/59088/?local_poi_id=59088
http://place.qyer.com/poi/59088/?local_poi_id=59088
http://place.qyer.com/poi/87723/?local_poi_id=87723
http://place.qyer.com/poi/87723/?local_poi_id=87723
http://place.qyer.com/poi/59089/?local_poi_id=59089
http://place.qyer.com/poi/59089/?local_poi_id=59089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9401?local_poi_id=8940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89401?local_poi_id=8940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89401?local_poi_id=8940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89401?local_poi_id=8940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62087?local_poi_id=6208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62087?local_poi_id=62087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62087?local_poi_id=62087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62087?local_poi_id=62087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91?local_poi_id=59091
http://place.qyer.com/poi_id_59091?local_poi_id=5909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91?local_poi_id=59091
http://place.qyer.com/map_typename_city_cityid_50_cateid_32_poiid_59091?local_poi_id=59091
http://livepage.apple.com/
http://livepage.ap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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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地特色
         茶餐厅/冰室
香港特色快餐，茶餐厅的前身是冰室。以前西餐属于高级食品，于
是出现了仿西式食品和冰室。现在茶餐厅已成香港独特的饮食文化
之一，随处可见。随着通胀影响，虽依然属于草根饮食文化之一，
茶餐厅食品却也慢慢失去了其廉价特色，一般一顿正餐需花费约港
币35-45元，特色食品包括西多士、牛油菠萝包、蛋挞、奶茶、咸
柠七、阿华田、好立克等。著名茶餐厅有：胜香园(番茄汤通粉) 见

地图C标识  A 、陆羽茶室 见地图C标识  A 、 嘉乐冰厅(蛋

牛治) 见地图A标识  A 、太平馆西餐厅等。

大排档
曾经在70年代深受欢迎，现在却因种种原因剩下不到30家。大排档
食物种类现主要为海鲜、炒菜、火锅等，讲究的是“镬气”和“火
候”。庙街的大排档尤为出名，经典食品包括蚝饼、煲仔饭、椒盐
濑尿虾、深井烧鹅、鱼蛋牛腩猪皮、生滚粥等。庙街的比较出名但
人多，如果不怕远的可以选择火炭那边的通宵排挡，味道一样正！

庙街 Temple Street 见地图B标识                                  A
大排档、算命、路边摊(售卖玉器、手工艺品、茶具、古董等)、麻雀
馆、电影里龙蛇混集的复杂背景、粤剧折子戏等，是庙街的关键
词。每到晚上，庙街就会热闹起来，体验香港越夜越精彩的生活。
这里可以说是香港最著名和必到的地道美食街，保留着户外大排档
的特色：折凳、圆桌、大炉头。著名餐厅包括美都冰室等。庙街营
业时间为16:00-24:00，记得不要太早去啊！人均消费大约港币
40-150元。
到达方式：港铁油麻地站C出口，沿文明里步行至庙街/佐敦站A出
口，右转沿佐敦道步行三个街口即达庙街。

茶楼
源自广州，上茶楼不是指去喝茶，而是喝茶吃点心，又称之为“饮
茶”。老一辈的香港人多会于每天早上6点左右“饮早茶”，与社区
里的朋友间话家常。热闹的茶楼和多元的点心是饮茶的特色，除了
早茶以外，还有下午茶和夜茶/宵夜茶时段。一般点心为2-4件一
份。每个时段的收费不一样，基本人均消费约港币30-70元不等。

陆羽茶室 见地图C标识                                                    A
著名茶楼，始于1933年，位于中环士丹利街，在镛记旁边，供应茶
盅焗茶，以酸枝椅和字画做装饰，充满怀旧味，茶室提供部分别具
特色的中式点心，杏汁白肺汤非常有名。价格约150-300/人，最好
提早定位。
地址：中环士丹利街24号地下至3楼。
电话：852-2523 5464

端记茶楼 见地图A标识                                                    A
位于香港大帽山、川龙山径附近，是一家隐世山水茶寮，香港传统
方法制作的点心，并有着自助茶楼的特色。人均约港币50元左右。
地址：荃湾荃锦公路川龙村57-58号。
电话：852-24905246

★ 世界特色
除了流行的粤菜和潮州菜，在香港也能吃到中国各地菜式。除了亚
洲各地的美食应有尽有，还包括世界各地菜式的西餐厅。大部分的

西餐厅的地理位置都很好，很容易找到，环境也很不错。

重庆大厦 见地图B标识                                                    A
除能提供便宜住宿外，非常国际化的重庆大厦也闻名于正宗的印
度、非洲菜。这些餐厅一般由当地人亲自营业，连菜单上也有当地
语言，除了正式的餐厅如咖喱王等外，还有很多小型家庭餐馆，分
布在不同楼层。进入了重庆大厦，闻着各国小吃和美食散发的香
味，仿佛一秒钟离开了香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地址：九龙弥敦道36-44号(近尖沙咀地铁站E出口)。

★ 小吃
路边摊“扫街”
即买即吃、价格便宜的路边摊是惜时如金的香港的一大特色，光顾
路边摊俗称“扫街”。著名食品包括咖喱鱼蛋、烧卖、炸鱿鱼须、
鸡蛋仔、格仔饼、生菜鱼肉、碗仔翅、煎酿三宝等。一般一串小
吃，如鱼蛋，价格为港币5-8元左右，在香港随处可见。另外，随处
可见的凉茶铺也是香港的标志。

甜品
香港可称为甜品世界，在香港可以吃到风格多样的中式甜品，著名的
有双皮炖奶、龟苓膏、芒果布丁、喳咋、雪耳炖木瓜、杨枝甘露等
等，也有蛋挞、芝士蛋糕等口味正宗的西式甜品。想体验英式下午
茶，俗称High-tea的，一定要去各大酒店，比如半岛和东方文华等，
三层碟上的咸甜点心加上英式红茶是逛街逛累之余的最好消遣。

泰昌饼家 见地图C标识                                                    A
因为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而一朝闻名的蛋挞店，卖的是曲奇皮蛋
挞，还有同样著名的沙翁与菠萝包，全部以传统方法手工制作。除
了它的曲奇皮，更好吃的是蛋黄，蛋挞港币5元一个。
总店地址：中环摆花街35号地下。
电话：852-25443475

住宿 
香港住宿设备完善，住宿类型包括青年旅舍、酒店、宾馆等，价位
从港币100多到5千多不等，视乎地区和设备等级。一般来说，新界
区如荃湾、屯门等地的酒店较为便宜，可是地理位置偏僻，不建议
来港购物的游客挑选；港岛区的酒店(如中环、铜锣湾等)价位较高，
交通却较为方便，设备亦一般较其他区域的酒店好。香港酒店房间
一般较小，且房间大小不一定和住宿费用对等。香港地少人多，所
以住宿一般讲究较多的是设备和配套的完善。

经济住宿
尖沙咀重庆大厦是香港的一个特色住宿地点，可能是香港住宿最便
宜的地方，有很多便宜单间出租，房间很小却还算干净，配有空
调、公共卫生间和厨房等设施，很多欧美日的驴友在这投宿，有研
究指出里面最少居住了120个国籍的人，主要以印度、巴基斯坦、
非洲等地的人为主。价格从港币50元到200元不等。

青年旅舍
香港的青旅不是为一般旅客而设，而是属于野外营地，而且地理位
置不是在山上就是在离岛区，除非以爬山和自然风光为行程目的，
否则不建议挑选。

放慢你的脚步，让时间顺其自然。不要把旅行变成急匆匆的走马观花，急躁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耐心、礼貌和微笑是打开很多扇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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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 
作为“购物天堂”，香港有自己的购物文化：高级奢侈品、潮流物
品与服装、大型商场和百货公司、二手/楼上书店、电子产品等。著
名购物地点大致分类如下：
高级名店区：
中环

(IFC 见地图C标识  A 、置地广场 见地图C标识  A )
铜锣湾

(利园 见地图B标识  A 、时代广场 见地图B标识  A 、

崇光百货 见地图B标识  A 、希慎广场 见地图B标识  A )
尖沙咀

(海港城 见地图B标识  A 、广东道名店街 A 、1881 见地图B

标识  A )等；

年轻人的潮流特区：

铜锣湾(皇室堡 见地图B标识  A 、东角駅 见地图B标识  A 、
铜锣湾地带)

旺角(潮流特区 见地图B标识  A 、旺角中心 见地图B标识  A  )等；

廉价服装：铜锣湾渣甸坊、中环利源东街/西街、长沙湾道(时装批发
商店)等；

电子产品：旺角西洋菜街、深水埗等地，在鸭寮街也有二手货品；

电脑产品：除了电子产品的店铺，还有一些电脑广场，例如湾仔电
脑城、旺角电脑中心、深水埗黄金电脑商场及高登电脑中心 见地图

B标识 等；

化妆品和护肤品：各大商场及百货公司的品牌专卖店和专柜，例如
铜锣湾时代广场，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商场， 金钟Lab ，尖沙咀(力宝

太阳广场 见地图B标识  A 、海港城 见地图B标识  A )，以
及铜锣湾的不少店铺；
  
运动鞋：旺角波鞋街，亚皆老街和山东街之间一段百米长的路段；

书籍：除了大型商场的连锁书店如铜锣湾诚品和尖沙咀及九龙塘的
Page One，尖沙咀、旺角、铜锣湾的二楼书店也是香港的文化风景；

海味：上环的西营盘区是各种海味干货的买卖中心。

★ Tips：购物注意事项
每逢新年、春节、圣诞节、十一国庆、五一劳动节等内地或香港的
长假快到的时候，各大商场、百货公司、店铺统统都会打折，是购
物好时机。在香港消费者委员会：shopsmart.consumer.org.hk可
以了解消费窍门、获得协助。消费投诉电话852-29292222(工作
时间)。

★ 百货公司、商场
港铁附近的商场一般在住宅区附近，以满足附近居民的需要，他们
不管在设计、店铺等安排上也较为相似，例如观塘APM。而另一种
商场则以小店为主，如深水埗西九龙中心。其他著名百货公司或商

青春没有终点，旅途永无穷尽！

场还包括：铜锣湾SOGO、尖沙咀海港城、旺角朗豪坊、九龙塘又
一城等。

东涌东荟城 见地图A标识                                                     A
是香港唯一的大型名牌折扣商场，一般都可以用大概3-7折买到各种
名牌产品，如Nike、Adidas、Columbia、Esprit、Levi's、
Timberland、Laura Ashley、Samsonite等。另外，银联卡在商
城内不定期有各种优惠，记得带上！
前往：港铁东涌线东涌站C出口。

★ 超市、大卖场
香港主要超市包括百佳、惠康、Taste、Market Place、City 
Super等。

★ 纪念品、小店
要购买一些富有香港特色的旅行纪念品，如香港街道牌等，可以前
往旺角女人街(通菜街)、赤柱市集等；湾仔的太原街以玩具街闻名，
能找到很多香港传统玩具。

安全 
如遇紧急事件，包括劫匪、火警、需要呼叫救护车等：999
香港电话号码查询(包括餐厅、影院、医院等)- 普通话：1088
旅游投诉：旅游发展局热线852-25081234
入境处24小时查询热线：852-28246111

★ 港澳通行证或护照丢失怎么办？

可通过香港中国旅行社 见地图标识 (852-29987888，
www.ctshk.com)，向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出入境签证办事处申请办
理一次性有效出入境通行证返回内地。遗失后应在第一时间前往就
近警署报失，并凭报失证明、身份证明文件(如身份证、港澳通行证
复印件)、彩色照片2张等亲临香港中国旅行社办理手续。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领事服务) 

见地图B标识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4:00-17:00(不补办证件)。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华润大厦低座六楼。
电话：852-34132300(语音)，852-34132424(人工)
www.fmcoprc.gov.hk

★ 医疗应急 见地图标识 
香港医疗设备完善，有急症室、普通门诊、私人诊所等设施。有紧
急需要时，可以拨打999呼叫救护车。
香港的医院和诊所列表：www.ha.org.hk

★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以下网友的贡献:  大龄阿姨 toulouse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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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急小纸条
           姓名 Name：
年龄 Age：        血型 Blood Type：
电子邮件 Email：     
家庭地址 Home Address：
酒店地址 Hotel Address：
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您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其他重要信息：

穷游锦囊的内容由穷游er提供，如果发现信息错误，请邮件至：

guideeditor@qyer.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请访问穷游网获

得更多内容：qyer.com，访问m.qyer.com下载使用穷游移动应用。

在拍摄别人之前，请尽量取得被拍摄者的同意。如果有幸被允许拍照，请尽量在旅行结束后给他们寄回⼀一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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