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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不一樣！到香港除了吃喝玩樂的歡樂假期，也適合親子同遊玩出

創意的翅膀！

數位時代網路力量無遠弗屆，為人父母總擔心孩子會迷失在虛擬世界裡，

因此希望透過親子共遊，帶領孩子親身體驗、學習，以建立更完整的世界觀、

價值觀，並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生命力。而想要來趟開心又舒心的親子小旅行，

同時能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與活力，還有哪裡比語言相通的香港更適合在旅

行中寓教於樂的？！

《2019香港童樂繪》正是為實現家庭輕鬆共遊、孩子快樂學習而生的旅遊

指引。全冊精選23個適合親子同遊的景點，依孩子個性分為「快樂夢想家」、

「活潑冒險王」以及「動腦小博士」三大類型，家長們可依照孩子的喜好、

想給孩子的體驗選擇適合的遊玩去處。

此外，《2019香港童樂繪》更是一本可以帶著孩子一同收集回憶的旅行書；

每一個景點介紹旁皆留有給孩子的小問題，無論是觀察學習紀錄、貼上精彩

回憶照片，都能讓孩子在旅遊之餘更有所學習，讓旅行從此不再是走馬看花。

而在每一類型最後二頁附有精心設計的著色頁，讓孩子為他的香港所遊所見

開心上色，留下最美的回憶！

三種不同類型的親身體驗，盡享最精采的百變香港！就讓香港成為你和寶

貝學習旅行的第一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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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夢想家
我是

幻彩童話樂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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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大嶼山香港迪士尼樂園（港鐵迪

士尼站）

網址｜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走進香港迪士尼樂園童話般的夢幻國度，展開一段奇妙旅程！投入全新漫威遊

樂設施「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攻」，與超級英雄聯手對抗邪惡勢力；踏入全新

「魔法化妝廳」，讓小女孩化身小公主的美夢成真；你最喜愛的迪士尼好友亦在

樂園不同角落與你拍照留念；迪士尼動畫師更會在動畫藝術教室開班授課，讓你

成為動畫大師！
香港迪士尼的三間酒店亦呈獻多元化的闔家

歡活動。入住樂園裡三間酒店其中一間，即可

享用另外兩間酒店的娛樂設施：早上與高飛一

起耍太極，展開愉快的一天；一家人參與手藝

工作坊，發揮創意，設計獨一無二的迪士尼手

工紀念品；酒店賓客將獲贈樂園遊樂設施的優

先入場證，盡情歡樂暢玩！在香港迪士尼，孩

子的童心永遠有無限發揮的空間！

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迪士尼樂園

全新漫威遊樂設施「蟻俠與黃蜂女：擊戰特攻」 迪士尼動畫藝術教室

今天畫了哪位迪

士尼明星？貼上來

跟大家分享。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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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山頂道 128號凌霄閣 P101

號舖（於金鐘搭乘新巴 X15特

別路線、中環天星碼頭搭乘新巴

15、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搭乘

1號小巴。）

網址｜ �www.madametussauds.com/

hong-kong

你長大後想要做什麼？與名人零距離的杜莎

夫人蠟像館就是孩子尋找夢想開始的地方！

自第一間蠟像館於1770年在巴黎開設至今，

兩百多年來展館遍佈全球，而位於太平山頂凌

霄閣的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正是亞洲首間蠟像

館，館內超過一百尊栩栩如生的全球名人蠟像

加上精心策劃的 11個展區，如今已是香港必遊

的經典景點之一。

在這裡，你可以和全球巨星一起走上電影

節的紅毯、與 Angelababy同框登上時尚雜

誌封面、或是化身為皇室成員與英國伊莉莎白

女王會面、甚至和成龍較量一下誰的武功比較

高強⋯⋯不過你以為只有唯妙唯肖的蠟像可以

看？這裡更是科技體驗館！在 AR的幫助下你可

以登上 T台變身成超模、和韓國歐巴在 LED舞

台上學跳 K-POP、向木人樁挑戰「快打極限」，

或到咖啡自拍館喝杯奶泡打印了喜愛照片的咖

啡，與孩子一同享受當網美的拍照樂趣⋯⋯在

動漫遊戲世界還能與麥兜一起透過積木遊戲創

造出獨一無二的城市！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香港 莎夫人杜 蠟像館

備註：山頂纜車自 2019年 4月 23日

起約 2-3個月暫停服務。暫停服務期間，

凡於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官網購買門

票，即可免費乘搭穿梭巴士往返太平山

頂與中環天星 6號碼頭

星光閃閃

你想成為哪位名

人呢？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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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環球貿易廣

場 100樓（近港鐵九龍站 C出

口）

網址｜ sky100.com.hk

想要飽覽維多利亞港的壯闊景色，除了在港

島的太平山頂，位於九龍、全港最高的環球貿

易廣場 100樓的「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也是

不錯的選擇。天際 100 是香港唯一位於市中心

能鳥瞰 360 度維港無敵景致的必遊景點。由於

是全室內的設計，家長可以放心讓小孩子自由

探索觀景台內的互動設施。

搭乘全港最快的雙層電梯，只要 60秒就

能直達天際 100。漫步於下沉式模型，彷彿

整個維港都濃縮於腳下；無論是東南西北

哪一面觀景台，玻璃窗前都設有圖景對照

燈箱，再加上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圖案設

計的「愛在天際」光影匯演，讓香港時

時刻刻之美盡現眼前。來到這兒怎能不拍照留

念！這裡貼心提供了防反光攝影設備，再加上

下載「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App，不但可以

模擬拍攝於維港上空飛翔的有趣照片，還提供

各種相框開心自拍！拍照技術不佳的媽咪們就

讓專業的來！透過「天際 Fun Fun相」專業的

攝影服務，這段美好的回憶絕對沒有遺憾！

除了能夠零距離地欣賞不同時段的香港全

景，天際 100同時也是香港文化的代言人，別

忘了造訪位於觀景台北面的「天際 100『港』

故事」、一道長 28公尺的互動故事牆，內藏

了 100個香港特色故事，讓小朋友可從中發掘

更多香港的資訊。

另一邊的「天際動感虛

擬體驗區」，則用上了虛

擬實景 VR技術，帶大家飛

越時空，體會香港舊時光

之美。座落於觀景台西面

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

Carlton 坐擁懾人日落，在

偌大的落地玻璃窗前，大

家可一同分享以環球貿易

廣場設計的招牌英式下午

茶，享受一個理想的香港

午後吧！

天際天際 100

媽咪
幫我拍照

看得好遠

你知道天際 100 有

幾層樓嗎？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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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
地址｜�近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93號（近

中環站 D2出口）

備註｜�周一至周六 06:00~10:00下行、

10:00~00:00上行。周日及公眾

假日 06:00~00:00上行

中環壁畫
網址｜ �hkwalls.org

作為香港的核心，中環不僅是香港的商業中

心也是交通樞紐，更見證了香港歷史、文化、

飲食與生活的發展。而想要領略中環的美，除

了在蜿蜒斜窄的坡道中漫步，家長們還有一個

更聰明的選擇──搭乘半山手扶梯！

1982年，香港政府為了緩解半山區狹窄道路

日益繁忙的問題而興建了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

電梯，起點從前中環街市一路延伸到干德道，

全長超過 800公尺，搭完全程約需費時 24分

鐘，創下全世界最長的戶外有蓋行人手扶梯的

紀錄。從半山手扶梯一百多公尺的高度向下俯

瞰，香港的街市生活歷歷在目：無論是地道的

茶樓還是大排檔，花店或是蔬果攤，熙來攘往

的熱鬧讓人充分體會香港大街小巷的風情。若

是瞧見某間想要探索的小店，還能隨時離開手

扶梯回到街上，置身於常民生活中。值得一提

的是，一幅幅隱身在巷弄裡的街頭壁畫，也是

閒步中環時的無限驚喜，無論是嘉咸街描繪的

九龍城寨老香港、日本藝人香取慎吾在些利街

的創作、或是木的地酒店轉角的好萊塢塗鴉，

街頭搖身一變成為藝術家揮灑的畫布，創意就

在行走間紮根、茁壯，帶給孩子驚喜。

中環中環
太棒了！

你會幫香港街頭

畫上什麼？

看看牆
上有什麼？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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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島赤柱赤柱大街（於港鐵香

港站 D出口中環交易廣場巴士總

站 搭 乘 6、6A、6X、66 或 260

號巴士。於九龍尖沙咀東巴士總

站或廣東道新港中心外搭乘 973

號巴士）

臉書｜ www.hk-stanley-market.com

赤柱赤柱

星光大道星光大道

赤柱這個位於港島南區海邊小鎮，因為從

前種植了很多木棉樹，紅色的木棉花在陽光照

耀下讓樹幹看起來像是根通紅的柱子，所以才

叫赤柱。不同於其他地方的璀璨熱鬧，如今想

要體驗一下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悠閒歐陸風情，

赤柱是絕佳的選擇。帶著孩子在赤柱大街上的

露天座位點一杯咖啡、曬曬暖陽，就像個老外

般一派悠閒；而結合希臘復古式圓形石柱與中

式瓦面房頂的美利樓不僅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建

築，更是從中環「搬」到這裡，還原了三千多

件花崗岩的工程令人咋舌！同時也別忘了到赤

柱市集尋寶、到卜公碼頭感受一下舊時水上人

家的純樸風情！

地址｜�九龍尖沙咀海濱平台花園（港鐵

尖東站 P1、尖沙咀站 J出口）

網址｜ www.avenueofstars.com.hk 

不僅好萊塢的星光大道記錄了全球娛樂產

業的傑出人士，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邊也有一

條璀璨的星光大道，表揚香港電影圈那些備受

推崇的頂尖人士！星光大道於 2004年開幕，

歷時一千多天的翻新工程後終於在 2019年以

嶄新的面貌重新開放。原先置於地上的手印

如今改放在波浪式欄杆上，人名旁更新增 QR 

CODE，用手機掃描就可以和孩子一同欣賞經

典的電影片段。除了和四大地標銅像：李小龍、

梅艷芳、麥兜以及香港金像獎電影女神合影外，

只要下載 AR虛擬實境 App「SnapPop」，對

著銅像掃描就會出現不同造型與動作的大明星

與孩子合影！

星光閃閃

摸摸美利樓的柱

子，這種石頭叫做

___________________

你最喜歡哪一位

大明星？和他的手

印一起照相。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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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尖沙咀彌敦道 100號 The 

One L308（港鐵尖沙咀站 B1出

口）

臉書｜ DIMSUMICON

想要像老香港人一樣享受飲茶的閑適氣息，

卻又擔心茶樓的安靜氛圍對寶貝來說是不可能

的任務？點心代表正是妳的兩全其美之計！素

以聯名卡通人物聞名的新派茶餐廳點心代表，

從最經典不敗的蝦餃、燒賣到口感獨特而深受

歡迎的腸粉、叉燒包，在可愛卡通人物的帶領

下，讓孩子透過吃，認識香港的早餐文化！

●   叉燒包：叉燒醬搭配上不膩的燒肉，點心代

表的叉燒包走的是酥皮款式。

●   燒賣：經典的燒賣有三層你發現了嗎？由上

到下依序是蟹黃、一隻蝦子以及加入香菇的

肉餡。

●   腸粉：透明滑潤的薄皮是把米漿蒸熟而成的。

●   蝦餃：頂尖的蝦餃表皮呈現半透明狀，看得

到粉紅色的蝦肉。

DIM SUM ICON
點心代表表代點心

地址｜�香港中環擺花街 37號（本店，

近港鐵中環站 D2出口）

臉書｜mrsimmshk

你知道糖果店為何總是令人流連忘返嗎？

因為決定買下每一顆糖果的過程都像是一場

冒險！來自英國的百年糖果店 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是香港首間且唯一專售英式傳

統糖果的糖果屋，一踏進濃濃英倫風情的大門，

不僅甜美的氣味瞬間充滿整個鼻息，塞滿整個

空間的上千款糖果，讓人像是走進哈利波特電

影中蜂蜜公爵糖果店！不管是旋轉棒棒糖、拐

杖糖或是巧克力等復古英式糖果應有盡有，還

有當初為了哄小孩吃藥、以米餅包覆糖粉與藥

粉的飛碟糖，走進 Mr Simms就是會令人童年

回憶滿點！當然，Mr Simms也提供無糖的選

擇，不管是寵壞自己或是小孩都可以很健康！

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

好多糖果

請畫下你覺得最

有趣的糖果造型。

今天的點心我最

喜歡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點心主題會不定期更換，請依店

家公告為主

快樂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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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好吃的點心上色吧！來 的點好幫 吧心上色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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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冒險王
我是

上山下海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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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仔黃竹坑道 180號（港鐵海

洋公園站）

網址｜ �www.oceanpark.com.hk

小小「網絡紅人」活動訊息 
日期｜即日起∼ 12.31

時間｜�海洋奇觀每周六 10:30-11:30、

澳洲歷奇每周六 14:30-15:30

備註｜�參加者必須年滿 6歲或以上、未

滿 12歲之參加者必須由已付費

並符合參加本活動要求的家長 /

監護人陪同參與。每位家長 /監

護人最多可陪同 2位 12歲以下

的參加者進行活動。

費用｜�需另購活動門票，請洽各大旅行

社

大人小孩都喜歡遊樂園，然而香港海洋公園

不只是亞洲最大型主題公園，更因為擁有名列

全球十大的水族館，而成為具生態環境保育意

識教育功能的遊樂園。

來到最適合孩童的「夢幻水都」區，站在寬

達 13公尺的「海洋奇觀」巨型觀賞玻璃前，

超過 400個品種、共 5000條珍貴魚類近在眼

前，繽紛的魚兒與大型深海魚讓人看得目不轉

睛；「澳洲歷奇」館以半開放式的空間展現南

澳洲野生動物的活力；「冰極天地」裡有可愛

企鵝與冰極動物群呈現南北極的冰雪世界。在

這裡，自然環境的樣態被精心維護，於是不用

前往世界各地，孩子一樣能打開全球視野，見

到無奇不有的奧妙地球生態。

孩子們可以參加一連串富教育意義的活動，

近期最熱門的當數挑戰小小「網絡紅人」任務！

孩子們在參觀「澳洲歷奇」後，教育大使會透

過短片分享讓孩子了解澳洲動物小知識，接著

再以平板電腦教導孩子如何設計網路發文，以

引起親朋好友對「去森林化」的關注。在「海

洋奇觀」區的小小「網絡紅人」任務，則是去

觀察剛出生的海洋寶寶，再以網路發文關注保

護海洋。在香港海洋公園裡不

只能玩得盡興，更能玩出觀

察、學習的好能力。

香港海洋公園園公洋海香港

Ocean Park Hong Kong

我今天認識了一

種 動 物，牠 生 活

在 海 裡，牠 叫 做

_______________ 

我今天認識了一

種 動 物，牠 生 活

在 陸 地，牠 叫 做

_______________

哇！
太棒了

活潑冒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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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張保號
地址｜�中環 9號碼頭、尖沙咀 2號碼頭

網址｜ �www.aqualuna.com.hk

天星小輪
地址｜�尖沙咀天星碼頭、中環天星碼

頭、灣仔天星碼頭

網址｜ �www.starferry.com.hk

中環摩天輪
地址｜�香港中環民光街 33號（近港鐵

中環站 A出口、香港站 A2出口）

網址｜ �hkow.hk

香港的繁榮，與其最珍貴天然資源「維多利

亞港」息息相關。維多利亞港是天然深水港，

港口水域廣闊又不淤積，加上群山包圍可阻強

風，因此自古就是優良轉運港。如今的維多利

亞港不僅繼續著港口功能，更為高樓林立的香

港市中心畫出一片心曠神怡的開闊湛藍。一座

擁有港口的城市，生活方式自然與台灣有許多

差異。這一回，就帶著孩子用不同角度去認識

海港都市吧！

天星小輪是橫越維港最傳統的方式，在海底

隧道開通前，跨海的唯一選擇。天星小輪公司

自 1898年起就採用上半白色及下半綠色的雙

頭式雙層小輪往來尖沙咀、中環、灣仔間，而

這段航程也正是維港兩側建築最精彩的部份；

看看中銀大廈與匯豐銀行的特色建築、山頂凌

霄閣清晰可見，還有曲線獨特的香港文化中心，

都在天星小輪緩而不慢的移動中盡入眼簾。

相較於白天的清晰天際線，夜晚維港則是燈

光的世界。這時候搭上全手工打造、全船楯接

不用釘子的傳統中式木製帆船「大張保」號，

在白底青花龍紋旗幟伴隨下，像海盜張保仔般

叱吒香港水域，兩岸璀璨的建築光影及幻彩詠

香江的精彩燈光秀更加絢爛繽紛。

除了從海平面看維港，不斷改變高度也是賞

遊好策略！位於中環的香港摩天輪高 60公尺，

可在慢慢爬升又緩緩下降時看見愈來愈廣的香

港，巨大房子像火柴盒般盡在腳下的神奇視角，

同時幫孩子打開了觀看世界的高度。

維港遊維港遊

一起
去搭船

說說看，什麼時候

很高的房子會變

很矮呢？

活潑冒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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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山頂太平山頂
地址｜�香港山頂道 128號（於中環天星

碼頭搭乘新巴 15、中環國際金融

中心二期搭乘 1號小巴）

網址｜ www.thepeak.com.hk 

時間｜�凌 霄 閣 周 一 至 周 五 10:00-

23:00、週末及公眾假日 8:00-

23:00

到香港必定要去欣賞世界三大之一的夜景，

這場世界級的精彩景觀秀，就從搭乘全世界絕

無僅有的山頂纜車開始；1888年開駛的纜車短

短1.4公里，卻由海拔28公尺爬升至396公尺，

最大坡度達 27度，因此坐在車廂裡會不由自主

地往後傾斜，窗外高樓也像是歪了般，感覺非

常奇妙！

山頂上，由香港不同畫家畫出栩栩如生立體

場景的「搞錯 3D藝趣坊」，拍張照就彷彿掉入

老香港的世界；只需 5分鐘走到柯士甸山遊樂

場就能享受山頂綠蔭與自然景觀；而海拔 428

公尺的「凌霄閣摩天台428」360度景觀露台上，

眼前維多利亞港美景配上手機掃描條碼聽著語

音導覽，一趟太平山之旅，盡享全港精華。

景色好美

地址｜�香港北角馬寶道 28號華匯中心

一樓（港鐵北角站 A2出口）

臉書｜ �HKCDM.official

時間｜�周二至周日 09:00-11:30、12:30-

15:00、16:00-18:30。周一休

費用｜�一節時段為 2.5小時，每節最多

150位訪客，請預先購票

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
遊戲是孩子學習與創造的方式，而讓玩樂和

學習同時進行、推廣「兒童主導」遊玩方式的

香港兒童探索博物館，就以超過 40件具清晰

教育意義的特製展品，讓孩子在隨意實驗、觀

察、動手中做出興趣。無論是「故事小舞台」

區讓孩子體驗設計劇本、穿戲服與拍照的樂趣，

或是「小工匠工作室」區自己動手測試創造的

腦力大爆發，在一片面街透明大玻璃前盡情揮

灑塗鴉，或是「愛耗大自然」區裡爬上爬下中

學習自然與能源消耗的觀念，甚至嬰幼兒都可

以在「漫遊小香港」色彩豐富的香港特色城市

交通中盡情爬行。就讓孩子無拘無束展現創意

吧！

備註：山頂纜車自 2019年 4月 23日起

約 2-3個月暫停服務以進行發展計劃，

請先瀏覽官網最新訊息

拍下你今天的得

意作品。

拍下你在太平山

上看到最喜歡的

房子。

活潑冒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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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除了獨特的城市街景，還有非常豐富多

樣的自然郊野適合親子踏青，例如機場所在的

大嶼山，即獲選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體驗之一。

搭上昂坪纜車，5.7公里的旅程彷彿凌空飛

翔在天際，全玻璃的水晶車廂更能體會深邃南

中國海藍與大嶼山壯麗綠意在腳下的震撼，伴

隨著時而起降的飛機畫過天際，最後在看到天

壇大佛時抵達昂坪市集。

接著逛逛昂坪市集獨特的中式園林設計，到

360VR體驗館、360動感影院及欣賞多媒體節

目「與佛同行」認識大嶼山特色。步行 10分

鐘來到著名的寶剎「寶蓮禪寺」，始建於 1906

年的禪寺與總高約 60.4公尺、世界第二大戶

外青銅座佛「天壇大佛」近在咫尺，慢慢爬上

268級石階，天壇大佛的莊嚴宏偉與放眼所及

昂坪昂坪 360

的美景，絕對值得一遊。

再前往昂坪自然中心了解大嶼山的原生樹

木，走一趟輕鬆的自然之旅。

此外大嶼山的大澳漁村也是不容錯過的文化

香港；這裡有「東方威尼斯」之稱，傳統漁村

的高蹺房屋設計和小舟穿梭的風情，伴隨著時

而現蹤的中華白海豚，香港最古老漁村的純樸

讓人看見香港的傳統寧靜。在品嚐了大澳的大

魚蛋、港式沙翁等地道小吃後，選在夕陽時分

再搭乘昂坪纜車，感受全方位的落日美景。給

孩子最好的沉浸式體驗，就是在真實美感裡大

口呼吸。

地址｜�新界大嶼山東涌達東路 11號（港

鐵東涌站 B出口前往東涌纜車

站）

網址｜ www.np360.com.hk

你在天壇大佛爬

了多少階？

好特別喔

活潑冒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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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 50年代的香港雜貨店為了避免浪費，將

破了的雞蛋加入牛油、麵粉等製成蛋漿，倒入模

子烘成雞蛋仔，熱烘烘的香脆滋味馬上紅遍大街

小巷，口感發展至今也五花八門。其中最為人稱

道的，就屬「媽咪雞蛋仔」！

吃一口媽咪雞蛋仔，外脆內軟嫩又帶嚼勁的

口感讓人立刻驚呼好吃！尤其是在每一粒雞蛋仔

裡放入巧克力，讓每口都能吃到巧克力滋味的扎

實，讓人不得不佩服媽咪雞蛋仔的用心。拿到雞

蛋仔後，要趁熱用手一顆顆掰著吃，還可以用雞

蛋仔包住冰淇淋，兩種享受，一次滿足。

特別的是，之所以叫「媽咪雞蛋仔」，是因其

獨特口感是身為母親的創辦人為了讓孩子吃到兒

時記憶的傳統雞蛋仔，有媽媽的愛心，所以不只

好吃更多一點用心。

地址｜�香港紅磡民泰街 36號（總店，

港鐵黃埔站 A出口）

網址｜ www.mammypancake.com.hk

媽咪雞蛋仔媽咪雞蛋仔
「何不創造一個讓小朋友和大人能一起

輕鬆同樂的活動公園呢？」因這念頭而創的

SuperPark，是貫徹芬蘭教育理念與結合互動教

學娛樂運動遊戲的動感挑戰，並很快地從芬蘭移

植到世界各地，而香港就是離台灣最近的一站。

SuperPark共有三大園區；「冒險地帶」有攀

石牆、跳彈床、空中滑索、滑梯、玩塔、踏板

車賽道等體能遊戲；「遊戲競技場」則有棒球、

籃球、高爾夫球等可鍛鍊競技遊戲技術；「自

由式殿堂」則是滑板天地、海綿池、體操場等

專門訓練技巧、協調、平衡和膽量的刺激玩意。

所有設施在充足安全防護與指導員引導下，無

論男女老幼高矮胖瘦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

的運動，一起盡情探索、充分放電。

地址｜�香港九龍海輝道 18號一號銀海

地下（港鐵奧運站 A1出口步行

15分鐘）

網址｜ www.superpark.com.hk

SuperPark HK

一起
盡情探索

今天最喜歡哪一

項運動？貼上照片

跟大家分享。

你總共吃了幾顆

雞蛋仔呢？

活潑冒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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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維多利亞港塗上票亮的顏色幫 利亞多維 亮的顏色塗上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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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腦小博士
我是

天文地理樣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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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號（沿中

環半山自動扶手電梯即可抵達荷

李活道及奧卑利街交界處入口）

網址｜ www.taikwun.hk

備註｜�大館當代美術館家庭日需先上網

預約

受到英國殖民而處處充滿英倫風情的香港，從

建築中最能看出與台灣建築截然不同的風味。尤

其是在中環，1841年英國登陸後以此為主要發

展區，甫開幕的「大館」，就是中區警署、中央

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監獄三大法制機構的統稱。這

些歐式建築古蹟歷經十年仔細整修，如木門及窗

戶、樓梯和欄杆、簷篷和外牆等具歷史價值的特

色都被好好保留下來，只要細細觀察每棟房子的

造型、顏色，孩子一定能發現英式建築與台灣建

築不同的奧秘。

如今的大館除了是警政歷史文化的重要學習

處，寬闊的廣場、新建成的藝術大樓也是藝術

展演場。除了有目不暇給的藝術表演可欣賞外，

大館也提供當代美術館家庭日活動，包括親子

導賞團「童遊美術館」，帶領孩子參觀展覽中

的部份藝術品，並透過互動討論認識當代藝術；

「親子藝術工作坊」有各種不同的創作主題，

可激發孩子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在專業老師帶

領下，當代藝術與我們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距離。

周末來到大館，兩大廣場總有看各式藝文活

動正在進行，而最受闔家歡迎的當數「周日石

階影院」，一家大小坐在半戶外的洗衣場石階，

伴隨著微風吹拂就能享受一場輕鬆愉快的優質

電影時光。

大館大館

一起體驗

哪一棟房子最漂

亮？ 把它畫下來。

動腦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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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車 
地址｜香港島堅尼地城至柴灣間

網址｜ �www.hktramways.com

Big Bus Tours  

地址｜�香港中環七號碼頭 1樓 i2號店

（客戶資訊中心中環店）

網址｜ �www.bigbustours.com

鴨靈號 
地址｜�香港中環 9號碼頭、九龍尖沙咀

3號公眾碼頭

網址｜ �www.dukling.com.hk

依山傍海的地理條件與漁村商業不同生活習

性交融下，面積不大的香港集結了許多特色交

通工具，這些傳承自上一世紀、至今依然保存

良好的智慧結晶，不僅方便旅客遊港，更是認

識香港平民文化的最佳管道。

香港最平民的路上交通工具就數自 1904年

起行駛於港島的電車。因為會發出警示叮叮聲

而被暱稱為「叮叮車」，因為建置早，所以叮

叮車行駛的路段就是港島精華區，包含中環的

商業大樓、銅鑼灣的五光十色、北角的平民日

常，都可搭乘叮叮車愜意漫遊一覽無遺。

1955年製造的傳統三帆中式帆船「鴨靈號」

原是漁民出海捕魚的船隻，在海上航行 64個年

頭，見證了香港水域曾經滿佈中式帆船的年代，

如今更成為追尋老香港時空記憶的最佳選擇。

踏上這艘古董船舺舨，觸摸著歷經歲月的老木

頭溫潤發光，過往漁船的樣貌歷歷在目，更讓

人體會海洋之於香港的獨特意義。

若是想快速認識香港，Big Bus Tours的敞篷

雙層巴士就是最佳選擇。精心設計的路線、一

日可無限次上下車的票券，讓人想看就下車走

走，累了就坐在敞篷雙層巴士上層，感受香港

特有的橫出招牌從頭上飛削而過的刺激。港島

遊、九龍遊及赤柱遊三條街景全然不同，無論

是庶民生活或英式文化，Big Bus Tours都能讓

旅人一次看足。

交通的樣貌就是人的生活，帶孩子一同觀察，

看看在地人搭交通工具的習性，不設限吸收學

習在地文化，旅行的好習慣就從此刻開始建立。

有趣的交通工具的有趣 交通工具

我愛
叮叮車

哇！
好新奇

說說看，你喜歡哪

種交通工具？

動腦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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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 2號

（尖沙咀站 B2出口沿金馬倫道

步行約 18分鐘）

網址｜ www.hk.science.museum

誰說孩子愈來愈難集中注意力學習？或許只

是缺少引發學習熱情的觸媒。擁有超過 500件

展品的香港科學館，運用大量動手操作的互動

展，讓孩子從玩樂中主動自學。

展廳中央的巨大能量穿梭機是透過物理原

理，讓圓球們在滾動中創造悅耳繽紛的交響曲；

交通區裡吊掛起來的「DC-3型客機」是全港第

一部客機；走到鏡子世界哈哈鏡與萬花筒前，

大人小孩都笑不絕口；生物多樣性展廳裡維妙

維肖的標本場景可認識香港特有物種，更有人

類進化史、恐龍化石一起學習。適合小小孩的

「兒童天地」裡，經過深入研究、寓教於樂的

美感展品，可幫助幼兒發揮想像力與團體合作

意願。在這裡的孩子，各個愈玩愈起勁、愈玩

愈專心。

香港科學館香港科學館

地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號（尖

沙咀站 B2出口沿金馬倫道步行

約 18分鐘）

網址｜ www.hk.history.museum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
講歷史故事最需要圖片解釋，那不如就走入

栩栩如生的場景裡，讓畫面自然幫孩子說故事

吧！香港歷史博物館裡的「香港故事」常設展

廳，以 8個展區將香港從四億年前泥盆紀的生

物樣貌、原始先民活動開始，歷經華南地區各

主要族群在此匯聚，到香港開埠迎接西式文化，

以及日佔時期到香港回歸。可以看到高 18公尺

樹林裡豐富的動物、登上一艘原尺寸複製漁船

了解水上人家生活、仿長洲太平清醮蓋搭的場

景反映本地宗教習俗、歐式建築物裡的新興商

業活動、復原的誠濟堂藥店等等，超講究的擬

真場景讓這裡彷彿是香港歷史的主題樂園！展

區每月更不定時有手作坊活動，帶領孩子做出

充滿香港味的生活物件。

跟家人分享你最

喜歡哪一個香港

生活場景？

拍下你最喜歡的

一 件 展 品， 說 給

爸媽聽。

動腦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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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8號朗豪坊商

場 12樓 1B鋪（港鐵旺角站 C3

出口）

臉書｜ �LEGO Cer t i f ied S tore HK – 

Kidsland

數位科技時代下孩子愈來愈常盯著螢幕直到

忘我，要改變這習慣，與其打罵管束不如給他

另一個值得專注的遊戲吧！最能讓孩子發揮創

意又能鍛鍊耐心與專注度的動手遊戲，當然首

推樂高 LEGO，而亞洲最大樂高專賣店就在香

港旺角朗豪坊內。

身為旗艦店，這裡最特別的就是有濃厚本地

特色的樂高地標模型，大門旁用樂高堆出了維

多利亞港灣風景以及寫真的旺角街道模型，維

妙維肖的樣貌讓人看得嘖嘖稱奇；一旁的體驗

區馬上可以讓孩子也試試看親手做一個特別的

造型，「從創造中學習」是樂高始終不變的精

神。店裡更有如自助餐般的 Pick-a-Brick彩色

牆，缺什麼顏色磚、想要哪種造型磚，都可以

在這面牆上自由挑選。

朗豪坊豪坊 LEGO Store

自己
動手做

朗

香港獨特的高效率與人情味其實帶有草根風

味，這種氛圍在老區深水埗最能見到。從港鐵深

水埗站走出來，眾多街邊店與整齊的綠色排檔前

擠滿了人，其中俗稱「玩具街」的福榮街，有全

港最大、最特別的玩具、平價文具和派對小物商

店，走進這些寶庫，挖掘稀奇古怪的罕見玩具，

充分滿足所有人的尋寶樂。

除了各式商品琳瑯滿目外，傳統港式屋邨生活

也同樣緊密而有效率。鄰近的二級古蹟美荷樓是

香港僅存的 H型第一代公共房屋，一樓的美荷樓

生活館裡有超過 1200件藏品、40多段口述歷史

及等比縮小模型、老照片等呈現當年美荷樓的生

活場景，五人住在一戶的擁擠卻不因此減少互相

照應的人情，正是現代孩子必學的生命智慧。

深水布深水埗

美荷樓生活館 
地址｜�九龍深水埗巴域街 70號石硤尾

邨 41座（港鐵深水埗 B2出口步

行約 10分鐘）

網址｜ �www.yha.org.hk

玩具街 
地址｜�九龍深水埗福榮街（港鐵深水埗

B2出口）

算算看，美荷樓裡

總共有幾戶人家？

拍下你用樂高做

出的小物吧！

動腦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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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香港灣仔克街 6號（港鐵灣仔站

A4出口）

臉書｜ www.chrislycafe.com.hk

華星冰室對於媽咪來說是追星之地，對於

孩子們而言則是理解香港庶民飲食文化的好

去處！冰室便是茶餐廳的前身，在擁擠的卡座

裡以合理的價格享受西式的食物，是自二戰後

至今演變而成的道地香港文化。因而能在冰

室裡吃到各式西方餐點，像是多士就是土司

（Toast），華星冰室以北海道 3.6牛奶加入蛋

液中炒出的炒蛋多士，細緻滑口再加上滿滿香

氣，無疑是口碑 No.1的首選；至於通粉就是

通心粉（Macaroni），是義大利麵的一種，火

腿通粉幾乎是每一間茶餐廳的必備料理，口感

QQ的通粉搭配上火腿的鹹香，香港人的美麗

早晨就靠這一碗！

華興冰室星冰室華

我來點菜

地址｜�香港深水埗福榮街 121號（港鐵

深水埗站 D2出口）

1950年代香港街頭出現一種用木頭手推車販

賣咖哩魚蛋、蘿蔔、粉麵等熟食的「車仔麵」，

這種簡便的熟食攤上有用金屬框好的「煮食

格」，顧客就站在車攤前看著食物點想吃的，

價格便宜又能立刻享用，很快就成為受歡迎的

小吃。現在已經沒有流動式的車仔麵，而是轉

成有牌照固定位置經營，但依然有店家採用傳

統車仔方式點餐，其中最有名、受到米其林街

頭小吃推薦的就是文記車仔麵。

位在美食重鎮深水埗而能天天大排長龍，可

見文記多受歡迎！車仔麵必點三寶包括甜鹹入

味的瑞士雞翅、軟而不爛的牛肚與豬大腸、飽

含湯汁的蘿蔔，而好吃關鍵就在絕不偷懶的自

家配方滷水湯汁，再挑食的孩子都能吮指回味。

文記車仔麵文記車仔麵

你在車仔前點了

哪些食物？

香港的「多士」、

「通粉」在台灣叫

做什麼？

動腦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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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叮叮車塗上美麗的顏色

幫
車塗

上
叮叮

顏色
美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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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帝盛酒店
www.wanchai.dorsetthotels.com
◆自助早餐半價優惠  ◆小熊玩具（每位兒童一隻）  ◆每天設於酒店
大堂的免費糖果吧（下午 6時至 7時）  ◆房內兒童用品，如兒童浴
室用品、牙刷套裝、兒童專用浴袍及拖鞋  ◆於登記入住時可參與帝
盛幸運蛋抽獎一次（每間客房一次）

香港康得思酒店
www.cordishotels.com/tc/hong-kong/cordis-kids
◆每位成人可帶最多兩位 12歲或以下的兒童於 The Place享用免費
自助早餐（限酒店住客）  ◆「川」水療中心提供兒童水療療程及高
達五折折扣優惠  ◆享有專屬私人小背包，內有各種以小熊貓康迪為
主題的小禮品  ◆享有印有小熊貓康迪之兒童拖鞋丶牙刷和浴袍等睡
房和浴室用品  ◆於酒店頂層游泳池免費享用水果冰棒

海匯酒店
www.hotelvic.com
◆兒童可免費享用每日早餐（最多只限兩位兒童）  ◆兒童可獲兒童
用品（最多只限兩位兒童）  ◆兒童可獲一隻小熊 Vero公仔（最多只
限兩位兒童）  ◆兒童可獲一杯冰淇淋（最多只限兩位兒童）  ◆入住
期間，在酒店餐廳 The Farmhouse及Cruise可享有餐飲 8折優惠（瓶
裝酒、特別餐單及活動除外）  ＊兒童必須為 11歲或以下

香港黃金海岸酒店
www.goldcoasthotel.com.hk
◆兩位成人及一位 3至 11歲兒童免費享用自助早餐  ◆每位兒童入住
每天免費享用「鯊魚冒險島」50分鐘活動時間（原價港幣 100元）  

◆每位 6歲或以上兒童於入住期間每天免費享用「黃金海岸飛天鋼
索」兩次（每次原價港幣 40元）  ◆每位 3至 9歲兒童於入住期間每
天免費享用「兒童小火車」一次（每次原價港幣 40元）  ◆每家庭一
位 11歲或以下兒童免費加床  ◆免費延後退房時間至下午 1時

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www.oceanparkmarriott.com
◆雪糕一杯（每位兒童）  ◆兒童專用沐浴用品套裝（每房間）  ◆海
洋公園威威與好友吉祥物貼紙（每位兒童）

香港九龍東皇冠假日酒店
www.crowneplaza.com/kowlooneast
◆成人及兒童均可享免費自助早餐  ◆兩位付全費成人惠顧尚廚自助
午餐或自助晚餐，一位 12歲以下兒童可免費享用

港島太平洋酒店
www.islandpacifichotel.com.hk
◆兩位成人及一位 3至 11歲兒童免費享用自助早餐  ◆每家庭一位
11歲 以下兒童免費加床  ◆每天最佳房價 9折優惠

香港荃灣帝盛酒店
www.dorsetthotels.com/zh-hk/dorsett-tsuen-wan
◆免費使用兒童遊樂區設施，包括 5個主題遊樂區：超級英雄、波
波池天地、救火英雄、公主華麗派對、小小城區  ◆每兩位成人惠顧
Dorsett Café可獲贈兒童套餐一份  ◆獲贈雪糕一杯  ◆免費享用糖果
吧（下午 6時至 7時供應）  ◆於 Dorsett Café或百樂金宴中菜廳用
膳可享高達 85折優惠

香港荃灣絲麗酒店
www.silkahotels.com/silka-tsuen-wan
◆獲贈兒童禮包一份（包括填色冊及顏色筆）  ◆入住時獲贈兒童零
食禮包一份  ◆延遲退房至下午 3時

大澳文物酒店
www.taioheritagehotel.com
◆兩位成人及一位 3至 11歲兒童免費享用自助早餐  ◆由大澳碼頭至
酒店的接駁快船  ◆享有兒童文具套裝，包括大澳文物酒店索繩背包、
明信片及色蠟筆  ◆房間內免費自選電影欣賞  ◆延後退房至下午 1時

香
港
島

九
龍
半
島

及
離
島自 2019年 6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間，凡有孩童隨行的台灣家庭旅客入住

以下飯店，可於櫃檯登記時出示台灣護照，隨行之兒童＊即可享有飯店提供

的兒童尊貴優惠。兒童尊貴優惠，適用於所有訂房管道。

＊如以下飯店無另行規定，兒童係指實際年齡滿 12歲以下。

香港親子遊精選飯店提供兒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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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機場旅客諮詢中心
一號客運大堂入境大堂緩衝區 A及 B
每日上午 8:00至晚上 9:00

香港島旅客諮詢中心
山頂露天廣場（凌霄閣及山頂廣場之間）

每日上午 11:00至晚上 8:00

九龍旅客諮詢中心
尖沙咀天星碼頭

每日上午 8:00至晚上 8:00

羅湖資訊中心
羅湖客運大樓 2樓入境大堂

香港西九龍站旅客諮詢中心
香港西九龍站 B2層抵港大堂

港珠澳大橋（香港）旅客諮詢中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地下

旅遊熱線：+852 2508 1234

電郵：info@discoverhongkong.com
網址：DiscoverHongKong.com

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客諮詢服務

即時線上真人旅遊諮詢服務
Line@HK Travel Buddy

抵港後於香港機場的香港旅遊發展局旅客諮詢中心

掃瞄 QR Code 即可加入好友做線上諮詢

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5:00

香港旅遊發展局官網
至官網 www.discoverhongkong.com/tc，即可點

入右下方的線上對話框做線上諮詢

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6:00

香港逗陣行

想獲得最即時、新潮的香港話題，敬請加入香港逗陣行粉絲專頁

輕鬆掌握香港道地特色，讓你的香港私旅行別出心裁

DiscoverHongKong.com

《2019香港童樂繪》由琦珞創意設計編輯部策劃及製作，獲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全力支
持。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對本書所述資料，包括商店、餐館、貨品、菜式及服務等概不

負責，並對此資料，包括商店、餐館、貨品、菜式及服務均不作任何保證及陳述，包括其商業適用性、準確性、足夠

性及可靠性等。本書所述資料截至2019年5月為準，旅客如有任何疑問，請向有關方面查詢。本書內容經審慎編訂，
務求提供準確資料，惟若有資料過時、差誤或遺漏，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灣）及琦珞創意設

計恕不負責。

企　　劃｜琦珞創意設計有限公司
主　　編｜邱羿瑄
編　　輯｜陳玟晴

攝　　影｜李鑫、張偉樂
插　　畫｜黑眼包
美術設計｜魏子琪

圖片提供｜�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天際 100香港觀景台、星光大道、Dim Sum 

Icon、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香港海洋公園、Aqua Restaurant Group、天星小

輪有限公司、Hong Kong Observation Wheel、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凌霄閣有限公司、香

港兒童探索博物館、昂坪 360、SuperPark HK、大館、Big Bus Tours、香港科學館、香港歷

史博物館（以上依本刊出現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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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
DiscoverHongK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