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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西貢 — 漫步指南》由 Time Out Hong Kong 製作，並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出版。香港旅遊發展局對本書所述
資料，包括商店、餐館、貨品、菜式及服務等概不負責，並對此等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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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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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及 Time Out Hong Kong 恕不負責。

位於新界最東端的西貢，既沒有鱗次櫛比 
的摩天大廈，也不見五光十色的霓虹燈，
有“香港後花園”之稱。依山傍海的美景，
悠閒的氛圍，讓這裡成為本地人的度假勝
地。西貢保留了源遠流長的客家文化，坐擁
山林美景、海灘、登山步道、老漁村；這裡
不但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的所在地，區內地標更獲得
UNESCO的肯定，還有本地人私藏景點等待
你來發掘。

本漫步指南為你推薦西貢市中心及周邊一帶 
的景點，呈現繁華以外的不一樣港式生活。
徜徉在慢活街區，沿着海濱走廊散步，逛逛
水上海鮮市場，發掘各有個性的咖啡店、商
店及餐廳。從西貢巿中心出發，短短的船程
或車程，你就可以在島嶼之間，了解地道客
家文化，感受漁村風情。最後，當然少不了
探索絕美海灘與登山步道。無論你想品嚐米
其林星級海鮮大餐、挖掘本地好物、窺探西
貢早期歷史文化，還是想點杯手工咖啡，靜
靜地看人來人往，帶着這本指南，輕鬆暢遊
香港迷人的世外桃源！

踏足小島秘境

感受水鄉“漁”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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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足小岛秘境

相片提供：鹽田梓藝術節2019

從西貢市中心搭乘快艇，只需15分鐘就能到達鹽田梓小島。鹽田梓在西
貢豐富的客家歷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經是個興旺的
客家村落。當時來自廣東的客家陳氏家族定居於此，成為島上首批原居
民。家族世代在島上務農、釣魚，並開墾鹽田以賣鹽謀生。但隨着鹽業
日漸式微，村民陸續遷往市區生活，鹽田梓的人口也愈來愈少。

如今，小島已成為本地人周末郊遊的好去處。你仍然可以在島上一間間
早已荒廢的村屋，甚至充滿異國情調的教堂，發現過往村民的生活痕
跡，而島上的非物質文化傳統也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肯定，部分
景點正進行保育工程。

看第14至15頁的一天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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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盐田梓晒盐场鹽場

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
文化遺產保護獎傑出項目獎

鹽田梓之所以得名，是因為鹽業曾
經是島上的經濟支柱，在鹽田梓的
歷史上舉足輕重。早期的客家原居
民以鹽作為主要貿易商品，設田曬
鹽，靠賣鹽為生。可惜的是，鹽場
最終敵不過國際競爭，被市場淘
汰。此後，曬鹽場附近的約千名居
民紛紛遷往市區，一個個鹽田驟變
為漁塘。如今，昔日的曬鹽場經修
復後已恢復原貌並重新投產，雖然
目前只作示範用途，但你依然可以
購買成品回家當紀念品。

踏足小岛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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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若瑟小堂

踏足小岛秘境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 
文化遺產保護獎優異項目獎

這座羅馬式建築於1890年落成，
由當時與客家陳氏族人往來頻繁的
宗座外方傳教會傳教士所設計，專
門供奉鹽田梓的守護神。這座香港 
二級歷史建築，更獲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選為文化遺產，紀念羅馬天主
教會聖福若瑟神父對小島的重大貢
獻。在19世紀末，由於聖福若瑟神
父時常到鹽田梓傳教，島上大多數
客家人都歸信天主教，當時全島村
民更曾集體領洗。

3  盐田梓文物展览馆館
參觀完聖若瑟小堂，不妨到旁邊的
展覽館逛逛，了解本地客家文化。
展覽館前身是澄波學校，現在則改
作訪客中心，將鹽田梓源遠流長的
歷史濃縮成迷你館藏，展出昔日的
陶瓷製品、家居日用品，細數村落
的獨特故事，向遊人展示小島輝煌
時期的生活點滴。

4  红树林及玉带桥
鹽田梓佔地僅0.24平方公里，但到處都是讓人驚艷的景點，待上一整天也不會悶。感受完小島的文
化歷史魅力後，是時候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沿着海岸線漫遊周圍的紅樹林沼澤，然後登上通往滘西
洲的玉帶橋。滘西洲是毗鄰鹽田梓的一個島嶼，島上建有公眾高爾夫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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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水乡“渔”韵
西貢的悠長歷史跨越海陸，散發着濃濃  的懷舊韻味和小鎮風
情，至今仍保留着昔日漁港及貿易港的活力。碼頭邊，一排排
小船停靠在岸邊，漁民向途人兜售林林總總的干濕貨，包括
魚干和新鮮捕撈的生猛海鮮，形成一個風貌獨特的水上海鮮市
場。大海的魅力也絲毫未減，每到週末都會吸引許多人在岸
邊，享受海風輕拂的午後愜意時光。如果想走遠一點也沒問
題，你可以搭乘舢舨前往附近的小島，在純淨海灘上放空。

回溯到百多年前，西貢還是個漁村。由於當時的漁民以販賣新
鮮水產為生，沿海一帶逐漸成為了鎮上的海鮮勝地及貿易重
地。也正因如此，獲漁民尊為女海神及守護神的天后娘娘深入
民心，村民甚至大興土木，建廟供奉天后。直到1970年代，
漁業逐漸衰落，村民也紛紛舉家遷往市區生活。不過人去情猶
在，西貢燦爛的漁鄉文化及歷史回憶，一直延續至今。

1  天后古庙
天后廟是主奉女海神的廟宇，幾乎在香港每處漁村都能見到。漁民會
在出海前來參拜，祈求天后娘娘保佑自己平安歸來。跟其他天后廟相
比，位於普通道的天后古廟裝潢格外精緻，絕對值得到訪參觀。廟宇
保留了20世紀初的外貌，獲評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這里長年香火鼎
盛，每年農曆3月23日天后誕當天更是人頭攢動，擠滿前來賀誕祈福
的善男信女。

看第14至15頁的一天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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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粮船湾天后古庙

從西貢半島沿着万宜水庫堤壩直
走，就可以到達位於西貢東郊野
公園的糧船灣。這裡不僅有指定
的釣魚區，還有一座由漁夫興建
的天后廟。古廟建於1741年，獲
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至今仍
有數以千計的信眾來這裡祈求風
調雨順、漁獲豐收。糧船灣每兩
年都會在天后誕前夕舉行一次海
上巡遊，十分熱鬧。

2  佛堂门天后古庙

毗鄰清水灣的佛堂門天后古廟是
香港規模最大、年代最久遠的天
后廟，因此也被稱為大廟。雖然
實際建成日子已無從知曉，但廟
旁的石刻碑文可以追溯到1274
年，古廟也因此獲評為香港一級
歷史建築。每年天后誕期間，約
有5萬名信眾入廟參拜，場面格外
壯觀。

从西貢市中心出发，不消一會兒就能到達區內其他景點。你不妨好好安排時間，把以下
兩座稍遠的天后廟一併列入行程。

 走出市中心  西贡尝鲜

感受水乡“渔”韵

西貢發展多年，依然保留了昔日的漁村風光，西貢
市中心的海濱長廊臨海而建，匯聚多家獲獎的海鮮
餐廳，因此名為“海鮮街”。米其林餐廳門外設有
巨型水箱，放滿琳瑯滿目的海鮮漁獲；碼頭停泊了
一艘艘漁船，漁民們直接從漁船上售賣新鮮捕獲的
海產，讓遊客自行挑選。時至今日，西貢漁民還為
全港各區的餐廳供應海鮮食材。除了在餐廳點鮮美
海鮮，你更可自攜生猛海鮮到餐廳，額外付烹調費
由大廚代煮。享用西貢海鮮的最佳方式是坐在街頭
的露天餐廳裡，海風吹送，感受漁村風情。

看第14至15頁的一天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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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小区

慢活小区

 环球飨宴

 挖掘当地好物寶

西貢擁有五花百門的美食，讓你品嚐到不
同的異國風味，每一條街道各有味道，由
街頭小吃到米其林星級體驗，應有盡有。
褔民路有多家泰國餐廳，烹煮香氣十足的
泰式料理；坐在西貢市場街和西貢海傍廣
場一帶，一邊喝手工咖啡，一邊看風景，
悠閒自得；灣景街則匯聚了歐洲、日本和
印尼的融合菜餐廳。環球美食以外，當然
也有菠蘿油、車仔麵等港式美食，以及古
早味的客家茶粿和香港傳統糕餅。

西貢與市區只隔一趟短車程，吸引絡繹不
絕的都市人造訪這個後花園放鬆身心。
新舊融合的社區，滿載人情味，傳統老店
與新式商店毗鄰相連，為傳統氣息注入活
力。區內進駐各種類型的小店，環保商店
和雜貨店售賣有機個人護理產品、手工家
品及服飾，環保木家具等等，你也可以找
到國外和本地的手工啤酒和葡萄酒。文藝
愛好者不要錯過當地匠人的手工皮具、紙
品工藝、陶藝和手作香氛蠟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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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游路线

1

4

2

3

 



在西貢市中心吃一
頓提神早餐，或品
嚐蛋撻、菠蘿包等
地道美食。

前往地質公園火山
探知館了解香港的
地質歷史。

乘 1 5 分 鐘 街 渡 到
鹽田梓探索客家歷
史；或到橋咀洲探
訪“菠蘿包”石。

乘船返回西貢市中
心，於福民路享用
泰國美食。

15

5

7

6 於慢活小區發掘
當地精品雜貨。

前往西貢海鮮街， 
享受海鮮盛宴。

到天后廟感受體驗
傳統文化。

你還可以探索西貢的海灘和島嶼令人心曠神怡的景
致，觀賞壯麗海岸線及岩層奇觀。詳情請看第16至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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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及小岛

感受腳底的柔軟白沙和清澈海水，環顧周圍趣怪
的野生動物，這樣的香港或許會讓你意想不到。
西貢隱身於香港僻靜的一隅，擁有純淨無污染的
海灘。沿着郊野公園遠足攀山，西貢的美景盡收
眼底；你也可以從西貢市中心的西貢公眾碼頭搭
乘街渡（即小型渡輪），闖進另一番天地。另
外，西貢還有大大小小的島嶼，數不清的幽靜景
點俯拾皆是，絕對值得花上一天仔細探索。

相片提供：TUGO CHENG

海滩风光

3  厦门湾泳滩
位於橋咀洲的廈門灣泳灘（又名半月灣）長踞
香港最純淨海灘的前列，屬於香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的一部分，坐擁美不勝
收的奇岩怪石和自然景色。廈門灣泳灘由政府
管轄，地方不大，但勝在設施夠齊全，有更
衣室、廁所和燒烤爐供人使用。你也可帶上食
材，享受戶外燒烤的樂趣！

看第14至15頁的一天遊路線。

1  大浪西湾
雖然跟石澳大浪灣同名，
但西貢大浪灣卻是個截然
不同的地方。西貢大浪灣
由四個海灘組成，當中以
西灣最為寧靜，是打發下
午悠閒時光的好去處，乘
街渡或沿着麥理浩徑第二
段遠足皆可到達。灘上
設有售賣零食和水的小吃
亭，讓登山客充飽電再
出發。

2  三星湾
位於白沙灣以南的三星灣位置隱密，遠離煩
囂，卻是西貢最容易去的海灘之一。只要從白
沙灣步行約30分鐘；或從白沙灣公眾碼頭搭
乘更省時間的街渡就能抵達。三星灣設有小吃
亭、淋浴間和救生員瞭望塔，是親子同樂的理
想地點。

海滩及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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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岛情怀

4  桥咀洲
這個全長僅2.5公里的小島坐落於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裡，
擁有許多引人入勝的景點，包括形狀逗趣的“菠蘿包”石和兩個優美的 
海灘 ── 廈門灣泳灘和橋咀泳灘。如果剛好碰上退潮，一片連島沙洲就會
冒出水面，連接相鄰的橋頭島。沿着沙堤漫步到橋頭島，只要走一小段路
就能環繞整個小島。西貢公眾碼頭有街渡直通橋咀洲，每隔30分鐘一班。

5  瓮缸群岛
位於糧船灣半島以南的甕缸群
島由橫洲、火石洲和沙塘口山
組成，以海浪長年侵蝕所形成
的海蝕拱和海蝕洞見稱。你可
以在橫洲遊覽一個個令人驚嘆
的海蝕洞，到火石洲觀賞各種
奇形怪狀的海蝕地貌，然後到
沙塘口山了解這裡豐富的海洋
生態。

海滩及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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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更多

相片提供：漁農自然護理署

7  粮船湾
在西貢半島東南端，糧船灣本來
自成一隅，但自從萬宜水庫落成
後便與西貢半島相連。來到糧船
灣，你可以參觀專門供奉海神的
天后古廟，遊覽小漁村後再到海
鮮餐廳大快朵頤。萬宜地質步道
有一條熱門遠足徑直通糧船灣北
端，適合喜歡徒步旅行的你。

8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 

火山探知馆

香港以城市和大自然並存的獨特面貌著稱，擁有多
個歷史悠久的自然景區，“西貢火山岩園區”更獲
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出發探
索之前，不妨先到香港地質公園火山探知館，以互
動方式深入了解香港豐富的地質歷史！

看第14至15頁的一天遊路線。

6  果洲群岛
果洲群島由北果洲、南果洲、東
果洲三大主島和26個小島合併而
成，是個歷史長達1.4億年的白堊
紀時期火山岩群。除了懸崖邊的六
角石柱群外，北果洲島的“沉船
罅”和南果洲島的石拱門也是熱門
景點。由於島上沒有長住人口，所
以沒有提供公眾渡船服務。想觀賞
嶙峋怪石，最好的方法是自行租船
出海。

香港旅游发展局旅客咨询服务

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咨询中心

一號客運大樓入境大堂緩衝區
A及B 

香港岛旅客咨询中心 

山頂露天廣場（凌霄閣及山頂
廣場之間）

九龙旅客咨询中心

尖沙咀天星碼頭 

香港西九龙站旅客咨询中心

香港西九龍站B2層抵港大堂

港珠澳大桥（香港）旅客咨询中心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地下

資料截至2020年8月為準，其後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告。
對第三者產品或服務質素或適用性；或本刊物內容差誤或遺漏，本局恕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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