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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布 

 

大澳文物酒店已踏入 5 周年  遊客突破百萬人次  

活化歷史建築並聯同大澳社區  攜手共建大澳的生態旅遊  

推出 5 周年誌慶禮遇  並發行全球限量首日封  

蒐集香港及海外藝術家筆下的大澳風情   同心支持大澳保育活化發展  

 

[即時發佈 - 香港，2017 年 5 月 5 日]大澳文物酒店開業五年，累積吸引逾百萬遊覽及入住人次，

並透過建築保育及逾百項社區文化活動，不僅保存大澳獨有的漁村風貌及民生價值，更與大澳社

區攜手共建大澳的生態旅遊。透過鼓勵大澳本土就業，一起努力於大澳的社區經濟及可持續發展。

大澳文物酒店已踏入 5 周年，酒店於即日起至年底，推出一連串五周年慶祝活動，邀請港人及旅

客一同參與，鼓勵大家繼續支持大澳保育及活化發展。 

 

大澳文物酒店於今日 (5 月 5 日) 舉行 5 周年社區活動，並邀得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發

展局局長馬紹祥先生、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黃永光先生、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劉

焯榮先生、香港水警退休人員會主席駱德志先生，以及一眾大澳居民及好友，一同欣賞「查篤撐

兒童粵劇協會」的小朋友表演粵劇，繼續鼓勵文化傳承。 

 

黃永光先生致辭時感謝政府、大澳鄉事委員會、大澳華商會、香港水警退休人員會等團體及大澳

居民的支持：「大澳文物酒店是大澳這個大家庭一份子，5 年來與大澳社區一起努力推廣歷史文物

建築保育及大澳生態旅遊，更促進與推動大澳本土就業及社區經濟發展。現時酒店逾半員工為大

澳及大嶼山居民，除了每天免費舉辦導賞團外，酒店亦參與超過 100 項大澳社區活動，包括傳統

文化活動、傳揚關懷社區服務、照顧大澳長者家居服務等。」 

 

他同時指出酒店自 2012 年開幕營運至今，訪客已超過 100 萬人次，並於 2013 年獲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亞太區代表頒發文物古蹟保護獎優異項目獎、2016 年被世界旅遊獎選為「亞

洲領先文物保育酒店」等國際獎項，酒店將繼續與大澳社區共同於保育、生態旅遊及可持續發展

等各方面協力合作。 

 

全球限量首日封蒐集香港及海外藝術家大澳風情  同心支持大澳保育活化發展 

與此同時，大澳文物酒店特別與香港郵政合作，推出 5 周年誌慶首日封系列，蒐集香港及海外藝

術家筆下的大澳風情，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學生陶咏知小朋友、大澳本土畫家黃志泉、香

港展能藝術會展能藝術家譚嘉儀、藝術家 Irene Flanhardt、藝術家樊樂怡及來自羅馬尼亞的藝育

菁英 – 香港國際青少年繪畫比賽 2013/14 的優秀青年畫家 Tudor-Petru Moldoveanu。 

 

5 周年誌慶首日封將於 6 月 16 日起，於大澳文物酒店公開發售，每套售價 HK$150，全球限量

1000 套，別具收藏價值。所有收益均用作大澳文物酒店保育及與支持大澳社區活動用途，希望大

家一同支持大澳保育及活化發展，讓我們攜手推動大澳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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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文物酒店 5 周年誌慶禮遇自即日起推出 

大澳文物酒店亦於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間，推出 5 周年誌慶禮遇，包括高達 5 折餐飲優惠，誠

邀全港市民及旅客來訪，親身感受大澳社區的風土民情、自然美景與特色美食，以及享受大澳獨

特的生態旅遊體驗。 

 

大澳文物酒店 5 周年誌慶禮遇 

「50% OFF」 

5 周年美食優惠 

位於酒店頂層的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 將由 5 月起，每月精選一款

別具大澳特色的慶生菜式，推出高達 5 折優惠。餐廳與大澳商戶合作，

將大澳出產的食材入饌，讓食客能以優惠價錢享用酒店出品的大澳特色

佳餚。率先於 5 月份打頭陣的將會是鹹香四溢、鮮味十足的蝦醬豬扒

包，光是賣相已讓人食指大動，教人期待往後每月的慶生菜式！ 

HK$50 餐飲優惠券

免費賞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間，凡入住大澳文物酒店或惠顧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即賞 HK$50 餐飲優惠券(1)，顧客可於下次到訪時使用，回

味與摯愛共度的愉快時光，品嘗令人一試難忘的蝦醬豬扒包、大澳一品炒飯、

紫貝天葵芝士餅等大澳特色美饌。 

 
(1)餐飲禮券有效期為發出日期起計 6 個月。 

與你為「5」生日餐

飲優惠 

大澳文物酒店與你一同慶生！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間，凡惠顧酒店玻璃

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可享以下其中一項優惠禮遇︰ 

I. 於生日正日惠顧餐廳，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可享全單美饌 5 折優惠(2)﹔或 

II. 出示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號碼中包含「5」字，享全單美饌 85 折優惠(2)。 

 
(2)此優惠只適用於美饌食品類別，所有飲品及酒類均不適用於以上兩項的餐飲優惠。兩

項優惠不能同時使用，亦不能與其他推廣優惠一併使用，並只限最多 10 位用餐。 

生日月份住宿優惠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間，凡於生日月份入住大澳文物酒店，即可享最優

惠房價 85 折優惠(3)。 

 

(3)此優惠只適用於直接與酒店訂房，及必須於登記入住時出示香港身份證或旅遊證件。 

 

與大澳的社區攜手共建大澳的生態旅遊  大澳文物酒店暑假推出全新大澳探索體驗遊 

踏入 5 周年，大澳文物酒店將繼續參與一連串大澳活動盛事，包括一年一度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大澳龍舟遊涌」節慶、首辦大澳文物酒店藝術展覽及工作坊等，吸引大家初訪或重遊大澳，

感受不一樣的人文風情︰ 

 

5 月  5 周年社區活動暨兒童粵劇表演 

6 月及 7 月  大澳文物酒店藝術展覽及工作坊:包括粵劇、大澳攝影、繪畫、手

工藝等文化項目 

9 及 10 月  學校及慈善團體導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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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推廣大澳文化之餘，今年暑假，大澳文物酒店更推出全新的「大澳探索體驗遊」，遊客可與導賞

員一同走入漁村，探索大澳獨特的歷史文化及傳統，走訪昔日漁村鹽田遺址。再踏上鳳凰遠足徑

七段步行至二澳村，欣賞沿途風光及村落舊貌，細味漁村的變遷和故事。 

 

大澳文物酒店將積極籌劃更多香港生態旅遊主題，包括：大澳遊涌遊、酒店露營體驗、二澳耕種

體驗、紅樹林輕餐遊，及全港最美日落晚宴等，並繼續與大澳村民合辦大澳特色工作坊，如大澳

傳統茶粿製作班、鹹蛋黃工作坊及節日廚藝教室，讓旅客可親近大澳之自然生態環境，強化保育

意識。 

 

香港大澳文物酒店 

地址：香港大嶼山大澳石仔埗街 

電話：+852 2985 8383      傳真：+852 2985 8881 

電郵：info@taioheritagehotel.com  

網址：www.taioheritagehotel.com 

Facebook: taioheritagehotel 

 

 

關於大澳文物酒店（www.taioheritagehotel.com） 

大澳文物酒店位於大澳海傍的石仔埗街，佇立於靜謐的小山丘，四周綠草如茵，由建於 1902 年、

擁有 115 年歷史並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舊大澳警署活化而成，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其中一項計劃，亦是大嶼山大澳漁村中具有文化特色的歷史性

地標。酒店於 2012 年落成，以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模式運作，每日均安排免費導賞團予公眾及

慈善團體，提升公眾對保育歷史建築的認識。大澳文物酒店提供 9 間客房、文物探知中心及玻璃

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落成至今訪客人數超過 100 萬。 

 

大澳文物酒店致力向社會推廣文物歷史建築的保育與其欣賞價值，協助推動大澳生態旅遊及可持

續發展，為大澳創造就業機會，同時策展社區活動、各項住宿體驗及生態導賞團，讓旅客親近歷

史建築及自然生態環境，加強保育意識。酒店於 2013 年榮獲 UNESCO 頒發「亞太區文化遺產保

護獎」優異項目獎。 

 

關於 Tai O Lookout 

位於大澳文物酒店 1 樓的 Tai O Lookout，位處舊大澳警署的天台，並保留了原有的天台守護塔，

前身為昔日水警監視海盜之用，因此而命名為 Tai O Lookout。玻璃屋頂及落地玻璃窗的設計，可

遠眺南中國海的遼闊景色及四周樹木蔥蘢。富殖民地風格的典雅裝潢，沿用 China Tee Club 饋贈

的雅致曲木傢具。餐廳亦為公共藝術平台，讓本地藝術家在此展示創意作品。 

 

 

 

mailto:info@taioheritagehotel.com
http://www.taioheritage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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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 

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為黃廷方家族於 2008 年 3 月成立的非牟利機構，於香港和新加

坡進行文物保育計劃。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深信保護文物有助增加大眾對歷史和文化

的認知及加強社區的聯繫，致力活化及保育歷史建築，並向大眾推廣歷史建築的欣賞價值以及保

護文物對社會的重要性。公司董事熱心社會事務，於文物建築保育發展項目方面具豐富經驗，曾

積極參與多個文物保育項目，包括大澳文物酒店、新加坡富麗敦酒店、富麗敦船屋、紅燈碼頭及

遠東廣場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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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集 

 

大澳文物酒店特別與香港郵政合作，推出 5 周年誌慶首日封系列，蒐集香港及海外藝術家筆下的大澳風情。

(由左至右: 藝育菁英基金會項目經理麥君璐女士、大澳鄉事委員會主席劉焯榮先生、香港展能藝術會展能

藝術家譚嘉儀、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黃永光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學生陶咏知小朋

友、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澳本土畫家黃志泉、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先生、藝術家 Irene Flanhardt、

香港水警退休人員會主席駱德志先生及藝術家樊樂怡)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第二排左四)、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先生(第二排左六)及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

有限公司董事黃永光先生(第三排左一) 與酒店員工及青年大使合照。現時酒店逾半員工為大澳及大嶼山居

民，除了每天免費舉辦導賞團外，酒店亦參與超過 100 項大澳社區活動，促進與推動大澳本土就業及社區

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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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第二排左四)、發展局局長馬紹祥先生(第二排左三)及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

設有限公司董事黃永光先生(第二排右三)，以及一眾大澳居民及好友，一同欣賞「查篤撐兒童粵劇協會」

的小朋友表演粵劇，繼續鼓勵文化傳承。 

 

 

 

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董事黃永光先生(左一) 致辭時感謝大澳居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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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文物酒店開業五年，累積吸引逾百萬遊覽及入住人次，並透過建築保育及逾百項社區文化活動，不僅

保存大澳獨有的漁村風貌及民生價值，更與大澳社區攜手共建大澳的生態旅遊。透過鼓勵大澳本土就業，

一起努力於大澳的社區經濟及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