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夏日留港自由行 

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 

 
[即時發佈 - 香港，2016 年 7 月 21 日] 大澳文物酒店至今訪客人數超過 87 萬，為推廣大澳文化及文
物保育，並加強社區凝聚力，今個夏天酒店將舉辦「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社區參與活動。
由 2016 年 7 月 22 日至 9 月 12 日一連八個星期，酒店聯同漁村內的 27 間食店、營運商及商店，透
過本地漫畫家大泥筆下的白熊及小男孩，帶訪客穿梭大澳社區的橫街小巷，以互動形式讓訪客體會
大澳漁村的親切和諧。 

 

收集「白熊夏日夢の旅」拼圖卡活動 

於大澳文物酒店及大澳漁村內的 27 間參與商戶當中，收集 8 張不同的「白熊夏日夢の旅」拼圖卡。
收集齊一套 28 張的拼圖卡可拼出「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主題圖案。訪客只須於大澳文物酒
店的文物探知中心出示 8 張不同的「白熊夏日夢の旅」拼圖卡，即可獲得紅樹林特飲優惠券乙張*。
集齊 8 張不同的拼圖卡於大澳文物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 惠顧晚市滿港幣 300 元或以上，
更有機會獲得限量版白熊公仔乙個*或精美白熊毛巾乙條*。 
參與商戶地點與活動條款及細則，請瀏覽大澳文物酒店 Facebook 專頁: taioheritagehotel。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Facebook 及 Instagram 遊戲 

只須「追蹤」@taioheritagehotel Instagram 或 「讚好」大澳文物酒店 Facebook，並於大澳文物酒店或
大澳漁村拍攝一張以「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為題的相片，並上載至參加者的 Instagram 或
Facebook (Hashtag #taioheritagehotel #ilovetaio @taioheritagehotel)。最具創意的 20 位參加者即有機會
獲得限量版白熊公仔乙個#。#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28 間參與商戶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NO. 永安街 街市街 吉慶街 石仔埗街 

1.  復興行 珍珍食店 其記 勝利香蝦廠 

2.  海豚旅遊有限公司 冰冰 橫水渡小廚 妹記鹹蛋黃 

3.  大澳鄉事委員會歷史文化室 肥妹燒烤小食 張財記 大澳文物酒店 

4.  正宗隱姑茶果 華鎽店 永生冰室  

5.  威尼斯酒家 福滿林酒家 大澳蓮香酒樓  

6.  大澳小艇遊有限公司  大澳炭燒雞蛋仔  

7.  華記餐室  二澳農作社  

8.  益昌海味  大澳餅店  

9.  君鴻上海小館  貓澳  

10.    大澳小食  

11.    蘇蘆  

 
 
 



 

全新推出 BBQ 晚餐 

由 2016 年 8 月起，大澳文物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 逢星期五、六及日，將首次推出 BBQ

晚餐，任點精選美食包括安格斯西蘭牛扒、紐西蘭羊架、大蝦、深海石斑、魷魚、豬肉腸及菠蘿

等，還有每位奉上的沙律、餐湯、麵包及甜品，成人每位港幣$280*，小童每位港幣$168*，更可另

加港幣$88 無限享用指定品牌的生啤、汽水、酒店精選紅酒及白酒，供應時間由下午 6 時至晚上 9

時。入住大澳文物酒店之住客可以優惠價港幣$400(已包括服務費) 。*另收加一服務費 

 

仲夏潮飲放題@Tai O Lookout 

Tai O Lookout 任飲放題即日通行證每張港幣$268，另收加一服務費，無限享用指定品牌的生啤、酒店

精選紅酒及白酒。由即日起預訂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期間之星期三及星期四的住宿計劃，可獲任飲

放題即日通行證兩張*。推廣期由即日至 8 月 31 日；供應時間由下午 3 時至晚上 9 時。*須受條款及

細則約束 

 

探索住宿計劃   網上預訂可享低至 7 折優惠* 

大澳文物酒店以不同角度設計了多元化的住宿計劃，現於大澳文物酒店網站預訂住宿計劃，即可享

低至 7 折優惠*。客房連早餐住宿計劃優惠房價由港幣$1,330 起(標準房價由港幣$1,900 起)，已包括

入住酒店客房一晚、雙人早餐及服務費，並可以優惠價港幣$400 享用 Tai O Lookout 精選雙人晚餐 

(精選晚餐原價每位港幣$328 元 ，另收加一服務費)。*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大澳文物酒店網站：

www.taioheritagehotel.com) 

 

Sunday 滿 Fun@大澳文物酒店 

為迎接暑期，大澳文物酒店為一家大小準備了 Sunday 滿 Fun@大澳文物酒店*，現凡預訂即日至 8 月

28 日期間星期日的住宿計劃，除了可以優惠價港幣$400 享用 Tai O Lookout 精選雙人晚餐外，擕同之

1 位 11 歲或以下小童更可享免費兒童晚餐乙份。住客亦可參與鹹檸檬曲奇工作坊，以及獲得昂坪

360 纜車兩張成人及一張小童的單程標準車廂車票。8 月 7 日及 21 日 Tai O Lookout 更安排了驚喜魔

法表演，倍添歡喜。*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社區體驗   大澳特色工作坊 
大澳文物酒店一直致力投入社區持續發展，並以「我愛大澳」為題，舉辦多項社區活動歡迎大眾參

與，酒店由即日起為住客安排了大澳特色工作坊，親身體驗大澳漁村的風情。鹹蛋黃製作工作坊(每

逢星期一、三、五，上午 9 時半至上午 10 時半，住客可免費參加)可體驗大澳傳統生活文化，親手製

作鮮艷奪目的鹹蛋黃，並可獲贈鹹蛋黃乙隻作為紀念。茶粿製作工作坊(每逢星期二、四、六，上午

9 時半至上午 10 時半，住客可免費參加) 住客們可親手製作茶粿，一嚐這新鮮自製、口感稔軟的漁村

特產。 

【完】 
 

關於大泥 

大泥，治癒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平面設計系，曾任香港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美術總監。

創作了白熊和男孩 ---- 他倆互相扶持，彼此鼓勵，向前走，一起發現更美麗的新世界。水彩作畫，配

合窩心文字，治癒風格作品在東方日報專欄《愛看見世界》每天刊載。漫畫出版作品有《我們都市

有童話》、《大泥音樂繪本 - 一個人去旅行》、《和你在一起》、《我們都市有童話》2011 修訂

版、《因為愛》、《喜歡自己》及《生命的寶藏》。創作以外，大泥近年於香港多間大專院校從事

插圖教育工作，同時在香港新城數碼生活台「我有夢想」擔任節目主持。 

 

 

http://www.taioheritagehotel.com/
http://www.taioheritagehotel.com/


 

 

關於 Tai O Lookout 

位於大澳文物酒店一樓的 Tai O Lookout，由舊大澳警署的天台改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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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油油的樹木，富殖民地風格的典雅裝潢，沿用了 China Tee Club 饋贈的精

緻曲木傢俱。餐廳同時是公共藝術平台，展示本地藝術家的創意作品。 

 

關於香港大澳文物酒店（www.taioheritagehotel.com）  

香港大澳文物酒店位於大澳海傍的石仔埗街，矗立於靜謐的小山丘，由建於 1902 年、擁有 114 年歷
史的舊大澳警署活化而成，更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選為二級歷史建築，並於 2013 年獲得 UNESCO 亞
太區代表頒發文物古蹟保護獎優異項目獎，是大嶼山大澳漁村中具有文化特色的歷史性地標。酒店
四周綠草如茵，設有 9 間客房、文物探知中心及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至今訪客人數超過 87
萬。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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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大澳帶動本土旅遊

的持續發展；而酒店以社會企業形式經營，為大澳創造就業機會；同時設計社區參與活動、各項住
宿體驗及生態導賞團，讓旅客可親近歷史建築及自然生態環境，強化保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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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廷方家族特別於 2008 年 3 月成立的非牟利機構，致力活化歷史
建築、向社會推廣文物歷史建築的保育與其欣賞價值。董事局成員具豐富的文物建築保育及活化經
驗，曾參與多個新加坡文物保育項目，包括新加坡富麗敦酒店、紅燈碼頭、富麗敦船屋及遠東廣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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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1. 響應夏日留港自由行，大澳文物酒店聯同漁村內 27間食店、商店及營運商舉辦為期八個星期的

「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社區參與活動，推動大澳文化及文物保育。漫畫家大泥、大澳傳

http://www.taioheritagehotel.com/
http://www.taioheritage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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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攝影師熊蕙蘭、大澳藝術家黃志泉、香港歷史文物保育建設有限公司項目委員黃寶兒出席及支

持預覽活動，讓公眾探索充滿歷史文化的大澳，合家歡度仲夏。活動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6年 9月

12日。 

 

 
 

2. 大澳文物酒店今個夏天舉辦「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旅」社區參與活動，更推出 BBQ晚餐、

仲夏潮飲放題和 Sunday 滿 Fun等多項餐飲及住宿優惠，吸引家庭及年輕一族夏日留港自由行。

此活動亦配合 Facebook及 Instagram網上遊戲，獎品豐富。 

 

 
3. 大澳文物酒店酒店聯同漁村內的 27間食店、營運商及商店，舉辦「我愛大澳 – 白熊夏日夢の

旅」社區參與活動，透過本地漫畫家大泥筆下的白熊及小男孩，帶訪客穿梭大澳社區的橫街小

巷，以互動形式讓訪客體會大澳漁村的親切和諧。 

 



 
 

4. 夏日合家歡 BBQ：大澳文物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推出 BBQ晚餐，任點精選美食包括

安格斯西冷牛扒、紐西蘭羊扒、鹹蛋黃烤焗魚柳、蝦醬雞翼及香烤大澳即日鮮魚等，配上黑松露

芥末及大澳鹹檸檬醬等特色醬汁，讓食客品嘗非一般的 BBQ盛宴。 

 

 
 

5. 夏日效遊首選：大澳文物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的 BBQ晚餐，以紐西蘭羊扒配上黑松

露芥末或大澳蝦醬汁。 

 



 
 

6. 夏日餐飲推介：大澳文物酒店玻璃屋頂餐廳 Tai O Lookout的蝦醬雞翼，選用大澳勝利香蝦廠的蝦

醬醃製，盡顯大澳漁村特色，再配上士多啤梨沙冰，是仲夏消暑的最佳配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