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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事及推廣

香港雖然是一個繁忙的國際金融都會，但工作之餘，依然懂得享受生活。香港全年都有各式各樣的盛事及活動，
滿足不同市民和旅客的需求。旅發局舉辦的大型盛事涵蓋中西節慶、傳統文化、藝術、體育、美食、戶外活動
等主題，再加上其他團體舉辦的大大小小活動，令香港一年四季都是理想的旅遊目的地。在 2018/19 年度，我
們除了舉辦及支持超過 90 項活動外，還推出全新的推廣項目，讓旅客感受香港時刻精采的旅遊體驗。

香港•大城小區 ─ 深水埗 香港新春節慶 香港藝術月

香港龍舟嘉年華 香港電競音樂節 香港單車節

閃躍維港燈影節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香港郊野全接觸

香港除夕倒數 支持其他盛事 支持其他盛事

© Tugo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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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重點 39

香港•大城小區 ─ 深水埗

我們於 2017/18 年度推出「香港•大城小區」推廣計劃，獲得旅客及業界夥伴的大力讚好。繼「舊城中環」後，
我們於 2018/19 年度推出「深水埗」項目，為旅客帶來全新的旅遊體驗。

深水埗以地道美食、路邊市集、荷李活電影場景等聞名。我們製作了內容豐富的旅遊指南，並邀請熟悉該地區
的人士如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等，悉心編制步行路線；另外，區內亦有特色主題裝飾以及可以連接地圖及地點
資訊的 QR Code ( 二維條碼 )，讓自助遊旅客可以更輕鬆自在地漫遊深水埗。

同時，我們亦在全球多個客源市場推出綜合推廣計劃，透過業界合作、公關宣傳、數碼及社交媒體等渠道，向
旅客推介這個別具特色的旅遊推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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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春節慶

香港的農曆新年特別熱鬧，各大商場都會換上美輪美奐的主題裝飾，到處都充滿濃厚的節慶氣氛。期間，城內
精采節目源源不絕，你可以逛年宵花市、到廟宇祈福、欣賞維港煙花匯演、觀賞緊張刺激的賀歲賽馬，以及不
能錯過的重點節目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20 年來，「新春國際匯演之夜」都是香港新春節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匯演以「開年 開運 開心」為主題，
為豬年慶祝活動打響頭炮。來自 11 個國家及地區，合共 34 個參與花車及表演的單位為觀眾呈獻多姿多采的匯
演，表演隊伍陣容強勁，包括於美國「真人騷」節目「America’s Got Talent」上成名的菲律賓男子組合「Junior 
New System」、坐擁十項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匈牙利「Face Team Acrobatic Korfball」、在社交平台非常受歡迎
的美國「Hiplet Ballerinas」以及屢獲殊榮、來自奧地利的雜技團「The Freaks Acrobatic Show」等。當晚活
動吸引超過 15.5 萬觀眾， 當中逾一半是旅客，人群由
香港文化中心延伸至尖沙咀的大街小巷。

匯演吸引來自全球 48 間傳媒機構，合共逾 160 位記者
的廣泛報道。我們亦透過人造衛星和光纖網絡，向全球
電視台和主要通訊社發放電視直播訊號，並於多艘國際
郵輪上直播匯演過程，讓遍佈世界各地的人士也有機會
感受到香港濃厚的新年氣氛。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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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月

「2019 香港藝術月」讓香港全城藝術綻放，除了「香港藝術節」、「Art Central」及「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
等享負盛名的國際藝術盛事之外，香港還迎來了多個新穎的文化地標，包括由前中區警署活化而成的「大館」、
世界級戲曲表演場地「戲曲中心」、展覽及活動場地「M+ 展亭」、由紡織廠活化而成的當代藝術空間「南豐紗
廠」，以及提供非傳統展覽場地的直立式藝術空間「H Queens」。

同時，我們亦推廣五個不同的城市藝術及創意項目，包括：「設計香港地」、「城市閘誌」、「畫出香港」、「藝里坊」
及「HKwalls 街頭藝術節」，藉此將藝術帶入社區。我們也全力支持「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及「香港國際電影
節」，展現香港的多元化藝術生態。

此外，廣受收藏家歡迎的美國藝術家 KAWS (Brian Donnelly) 為「香港藝術月」添上色彩，令香港再次成為國
際焦點。他帶來了長達 37 米的 KAWS：HOLIDAY 公共藝術裝置，躺臥在維多利亞港上，吸引不少國際傳媒、
旅客及本地市民爭相拍照打卡。

© Art Basel

© Art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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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8/1942

「香港龍舟嘉年華」和「新春國際匯演之夜」一樣都
是香港的經典盛事。「2018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吸引了來自 15 個國家及地區，約 160 支龍舟隊伍 
在維多利亞港上競渡，總參賽人數超過 4,800人。 
我們特別設立「大灣區盃」，希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
的交流，吸引香港、澳門及九支來自大灣區其他城市
的隊伍參加，角逐殊榮。

我們更首次在中環海濱設「人造沙灘」及「水戰區」，
讓市民和旅客樂在其中，並邀請 14輛美食車列陣，
為在場人士帶來多款特色美食。

香港龍舟嘉年華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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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重點 43

2018「香港電競音樂節」雖然只是踏入第二屆，但為期三日的活動一樣轟動全城，共吸引超過 80,000  
參加者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體驗緊張刺激的賽事，同時全球亦有逾 4,200萬人次觀看直播。

三大國際頂級電競賽事，包括：「英雄聯盟王者 
回歸世界邀請賽 2018」、「ZOTAC CUP MASTERS
《CS:GO》盃賽全球總決賽 2018」及「香港《絕地
求生》世界邀請賽」是這屆活動的焦點，合共有超過 
110 名本地及世界各地的電競好手參與，盛況空前。

場內亦設有「體驗專區」，提供多款最新的電競產
品及 VR遊戲，讓公眾試玩及體驗。其他精采節目包
括「網絡紅人紅白對抗賽」、「中電 x電競學堂」及 
在小舞台的本地音樂表演。

香港電競音樂節

「香港電競音樂節」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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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8/1944

「2018年香港單車節」引入國際頂級單車賽事「Hammer Series」。這項首次登陸亞洲的國際公路賽， 
吸引共 15 支來自世界各地的強隊，包括 11 支國際單車聯盟世界巡迴賽車隊、3 支職業洲際車隊及香港 
單車代表隊進行兩項賽事，挑戰超過 64 公里的路程。

「香港單車節」亦包括了「女子公路繞圈賽」和「男子
公路繞圈賽」等職業賽事，以及讓業餘選手參加的
「50 公里組」、「30 公里組」單車活動。活動有超過
5,400名車手參與，超過 6.4萬名觀眾觀賞。另外，
全球有超過 50萬位單車發燒友透過網上直播或點播
觀看賽事。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單車網絡品牌 Global 
Cycling Network 在其 Facebook 進行網上直播， 
吸引超過 10萬人觀看。

香港單車節

「 香港單車節」冠名及慈善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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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重點 45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踏入第十屆，正如陳年佳釀一般令人回味無窮。本年活動規模為歷年最大，合共有來自
33 個國家或地區的參展商，設立了超過 450 個美酒和美食攤位。為慶祝十歲生日，我們特地加入 
十個全新元素，包括「米芝蓮十星晚宴」、十周年限定版佳釀等，會場還設置逾七米高巨型蛋糕，配合 
「Super Time 有獎遊戲」送出總值逾 170萬元的禮品。

活動吸引了超過 16.8萬美食同好往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與添馬公園開懷暢飲，品嚐美食。賓客對活動評價為
歷來最高，在滿分 10分的滿意度獲得 8.6分。「香港
美酒佳餚巡禮」更榮獲亞洲知名的網上生活及和旅遊
指南 City Nomads評選為 2018年「全球最佳旅行
體驗」之一，同時亦在 Marketing Events Awards 
Hong Kong 2019中獲得「最佳大型活動」大獎， 
成績卓越。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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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8/1946

「美酒佳餚巡禮」只是「香港盛宴 11月」頭炮活動。在整個 11月裏，香港各處會有美食嘉年華、美酒之旅、
世界級美酒博覽，還有特選餐單和不同優惠，讓全城沉醉於豐富美食當中。最特別的是有 16 間包括傳統 
中菜、高級粵菜、日本菜、法國菜、意大利菜或新派融合菜的米芝蓮星級餐廳，提供特別餐單，包含了 
多元化的米芝蓮精緻美食，讓食客的味蕾獲得空前滿足感。

香港盛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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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郊野全接觸」同樣在 2018 年踏
入第十年。為慶祝這個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夥拍國家地理出版了活動指南， 
透過國家地理攝影師和遠足專家所 
捕捉的優美景色和他們的心得，介紹 
13條遠足和單車路線。

「香港郊野全接觸」亦加入了全新推廣 
項目，就是香港舉行的 18場「環勃朗峰
超級越野耐力賽（UTMB）」排名賽。 
在旅發局鼎力支持下，2019年 1月舉行的 
「香港 100 越野賽」由「專業賽」提升
至「系列賽」級別，成為唯一在亞洲 
舉行的「世界越野跑巡迴賽」（Ultra-
Trail World Tour）的「系列賽」。合共
有超過 1,800位來自 57個國家和地區的
跑手參加賽事。

除了令人血脈沸騰的山野運動，亦不能忽視香港山清水秀的一面。我們請來一批名人，包括著名歌星 
陳奕迅、香港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2015年「VIBRAM香港 100」女子組冠軍周佩欣，及音樂人「黑鬼」和
其他大自然愛好人士，透過一系列以「香港的聲音風景」為題的影片，分享他們在大自然最喜愛的聲音。
有關影片和帖文刊登在旅發局的 Facebook、Twitter及 YouTube帳戶上，得到超過 1,600萬人瀏覽。

我們與業界夥伴合作，在南韓和台灣推出多項包括遠足和單車之旅的產品，務求讓大自然愛好者盡情探索
香港郊野的醉人景致。

香港郊野全接觸

© Tugo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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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8/1948

香港的冬季，燈火尤其璀璨。在 2018年 11月，旅發局和旅遊事務署聯手舉辦「閃躍維港燈影節」，其中
有首度登場的「國際燈光藝術展」、加強版的「幻彩詠香江」燈光音樂匯演、以及全高 19米、豎立在中環
皇后像廣場的聖誕樹，令香港更加閃耀，假日氣氛更加濃厚。

「國際燈光藝術展」展出了來自香港和海外（包括比利時，法國，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荷蘭，新加坡和美國）的 25個創意燈光裝置。這些燈飾風格獨特，形狀各具特色，日夜的視覺效果亦大 
有不同，部分更具備互動元素，把中環海濱變成光影藝術主題公園。其中一件引人注目的燈光藝術作品 
是 25米高，以鋼架結構砌成的聖誕樹，裝置融合了燈光和聲音效果，到了晚上就會每 20分鐘上演一次 
精采燈光表演。在活動舉行的近三個月期間，有超過 100萬人前來參觀。

閃躍維港燈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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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圍在高樓大廈中，於馳名國際的維多利亞港上空舉行的「香港除夕倒數」，堪稱舉世無雙。難怪在 2018年
最後一個晚上，有超過 35萬人簇擁在維港兩岸，迎接新一年。活動透過本地和國際的電視及網上媒體轉播，
讓全球數以百萬計觀眾一同經歷壯麗的視覺享受。

我們以首次引入獲獎無數的意大利煙花，呈獻醉人 
奪目的「星空萬花筒」，煙花圖案和顏色會隨著節奏
轉變。煙火及燈光效果亦配合音樂同步發放，帶來 
聲畫同步及層次豐富的匯演，令人目不暇給。

匯演壓軸一段更在短短一分鐘內展現 45 款不同的 
煙花圖案，例如有牡丹、菊花、櫻花及紫羅蘭等不同
花卉圖案，將維港上空化為一片美麗的花海，在高潮下
結束了這場盛會。

香港除夕倒數

「香港除夕倒數」冠名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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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8/1950

眾所周知，香港乃「盛事之都」。為了讓旅客知道香港一年四季都有各式各樣的大型節目，我們一直協助 
推廣各類活動，包括世界級的體育盛事如「2019香港電動方程式大賽」、「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
網球公開賽」、「香港馬術大師賽」、「香港馬拉松」等；另外亦有藝術文化活動，包括「法國五月藝術節」和
「Clockenflap香港音樂及藝術節」，以及傳統節日慶祝活動如「大坑舞火龍」、「長洲太平清醮」等。

支持其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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