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利東街文化遊體驗 玩樂、飲食、藝術社區遊盡在灣仔 

 

  

圖片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tR-isLLt-26uQeorzP93W2Dh8A4w5QK?usp=sharing 

 

【香港 – 2020 年 6 月 18 日】 

 

隨著疫情放緩，「利東街」積極推廣優質的本地遊，鼓勵港人不必遠行，在「家」亦能

暢享假期。灣仔區雲集各種玩樂、飲食、藝術、歷史及文化景點，是不能錯過的好去處。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炳雄先生指出：「利東街糅合了中西合璧的獨特文化氣息，

亦不時推出節慶裝飾及各式各樣的休閒活動，吸引了不少本地居民及外國旅客特意到訪

打卡留念。訪客也可透過利東街手機程式內的『婚嫁之旅』及『探索灣仔』遊歷，更深

入體驗灣仔社區的歷史及文化特色。社區體驗過後再到利東街享受美食佳餚，絕對是一

趟美滿的旅程。」 

 

探索灣仔 

灣仔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區內歷史與現代相互交融。花半天時間在灣仔悠閒踱

步，探進大街小巷，細看觀賞，每個大小角落都有值得留傳的大城小事。 

 

萬勿錯過「利東街」的探索灣仔活動! 訪客凡透過「利東街」手機程式於 6 個指定地點

打卡，即可獲贈指定禮品乙份，更多有關「探索灣仔」詳情請參考附錄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tR-isLLt-26uQeorzP93W2Dh8A4w5QK?usp=sharing


 
 

 

婚嫁之旅 

「利東街」為香港帶來林蔭步行街體驗，除兩旁有露天茶座、品味創新的餐廳及本地和

外國特色潮流品牌外，更有特色的婚嫁產品，為傳統灣仔街道注入新活力。 

 

為讓訪客感受「利東街」的喜慶氛圍，凡透過「利東街」手機程式於 4 個指定地點打卡，

即可獲贈指定禮品乙份，更多有關「婚嫁之旅」詳情請參考附錄二。 

 

利東街 X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海洋奇緣 

  

香港海洋擁有多元的海洋生境，孕育約 6,000 種海洋生物，例如香港的吉祥物中華白海

豚、瀕危的綠海龜及豐富的珊瑚群落。然而，近年沿岸基建發展和海洋生境質素下降，

都為這些海洋生物和生境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 

 

「利東街」於今個夏天聯乘環保機構 WWF 帶來一連串名為「海洋奇緣」的海洋保育活

動，包括愛海洋展覽及期間限定店、海洋劇場、太陽能流動咖啡車、專家講座及兒童工

作坊等，訴說香港的海洋故事及宣揚保育的重要性。場內更設有多個打卡熱點，如生動

可愛的 3D 大熊貓及鯊魚等，萬勿錯過！更多活動詳情請參考附錄三。 

 

「利東街」驚喜禮遇 

「利東街」的商店及食肆種類繁多，地理位置優越，毗鄰港鐵站，成為深受市民及旅客

歡迎的購物熱點。「利東街」多間商戶提供各項精彩優惠，當中包括 Benefit 指定產品 7

折優惠及 Passion by Genard Dubois 法式冰淇淋買一送一優惠等。踏入夏天，「利東街」

更推出夏日消費四重獎，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換領「利東街」現金折扣券、商戶禮券及

免費泊車優惠，更多驚喜禮遇請參考附錄四及參閱利東街網站(https://bit.ly/2YbrVST)。 

 

  

https://bit.ly/2YbrVST


 
 

附錄一：「探索灣仔」景點簡介 

 

舊灣仔郵政局 

 
建於 1912 至 1913 年間的舊灣仔郵政局，是本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郵政局。擁有曲尺形

的金字頂，其山牆及灰塑均極具特色，現已成為香港法定古蹟之一。 

現時郵政局已用作環境資源中心，裡面展示關於環保的資料和圖片，同時亦回顧香港過

去的發展。參觀人士可領取紀念信封，上面印有該中心外貌的印章。 

 

和昌大押 

 
建於 1888 年莊士敦道，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曾是香港最古老的當舖之一。和昌大押

採用「騎樓式」建築風格，騎樓式建築最初盛行於南歐、地中海一帶，具有避雨遮陽功

能，故適合炎熱多雨的南方氣候。 

沿著陡斜的樓梯，上到舊時的當舖，原本高高的櫃枱已經變成吧台，牆上還保留著當押

的「規矩」及收據。由於樓齡太久，地基已經不能過份載重，所以本來的第四層樓，於

活化工程中只保留了框架，變身成天台公共空間。 

 

  



 
 

洪聖廟 

 
由區內街坊於 1847 年依山岩建成，清朝咸豐十年（1860 年）重建，現為香港一級歷史

建築。 

原本為海濱岩石上的小神壇，因灣仔海傍填海，現已隱於城市之中。洪聖廟內只有一間

廳堂，屋頂鋪滿瓦片，建築簡樸。於 1992 年修葺中，重新展現擴建望海觀音廟時使用

的花崗石過樑。過去，洪聖古廟可俯瞰整個海灣，相傳能庇佑區內漁民；今天，洪聖廟

是提供每年驚蟄打小人活動的廟宇之一。 

 

藍屋 

 
樓高四層的藍屋，建於 1920 年，體現了嶺南建築特色，糅合中西風格。除了建築物外

貌和藍色外牆，由老商店的木板門戶、又高又峭的木樓梯、橫樑，以至扶手等不少內部

構件，依然保留着原來的木製結構，是香港現存少數有露台建築的唐樓，讓您深深感受

到老房子的歷史點滴。 

 

  



 
 

皇后大道東 186 - 190 號唐樓 

 
皇后大道東 186-190 號 唐樓 是現時少見的 3 幢相連陽台長廊式唐樓，現為三級歷史建

築物，並用作與婚嫁有關的活化用途。 

 

利東街 

 
「利東街」為香港帶來長約 200 米的林蔭步行街體驗，兩旁有別具特色的商店、露天茶

座及品味創新的餐廳，部分餐廳更設有樓上雅座，可以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欣賞「利東

街」的繁華景像，帶來另一番體驗。 

 

  



 
 

附錄二：「婚嫁之旅」簡介 

 

三喜 

三對胖伴，化身成為利東街的親善大使，為每位訪客及途人送上微笑，迎接大家來到這

個朝氣勃勃的地方。 

 

一身紅配金的裝扮，充滿傳統喜慶色彩，象徵中國文化裡的「五福」：福、祿、壽、財、

喜。印有「囍」字圖案的衣服，不但喻意新人嫁娶之喜，也代表着「好事成雙」、「雙喜

臨門」。他們體態豐腴，意謂身（心）滿意足；期待大家跟他們來個大熊抱，親身感受

他們的穩重與親和。 

 

這三對胖伴合稱為：《三喜》。藝術家期望作品能夠融入四周的環境及與大眾的日常生活

和洽共處；並透過他們的溫暖笑意，將一點文化藝術氣息帶進社區，讓人們細意感受。

當然，最妤的是他們能成為利東街的親善大使，為每個人帶來歡樂。 

 

囍 

中國傳統吉祥圖案，有雙喜臨門的意思，表示喜慶與祝福。 大部分人只將囍字與結婚

拉上關係，其實囍包含了喜悅和開心的意思，也是一個吉祥圖案。 結婚時要在門窗貼

上「囍」字？因為結婚是人生中一大喜事，舉行婚禮這天門上要貼喜聯、貼囍字，以祝

賀新人幸福美滿，雙雙白頭偕老。 

  



 
 

附錄三：利東街 X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海洋奇緣活動時間表 

 

愛海洋展覽及期間限定店 

  
日期 2020.06.12-07.27 

時間 10am-7pm 

地點 利東街 G26 店 

簡介 3D 熊貓及鯊魚拍照區、海洋保育展覽、WWF 產品發售 

海洋劇場 

   
日期 2020.06.12-07.12 

時間 10am-7pm 

地點 利東街 G35 店 

簡介 播放得獎環境保育紀錄片及香港海洋故事 

  



 
 

太陽能流動咖啡車 

  
日期 2020.06.13,14,20,27,28 

2020.07.04,05,11,12,18,19,25,26 

時間 10:45am-6:30pm 

地點 利東街中庭(晴天)或利東街地庫一樓(雨天) 

簡介 宣揚再生能源；凡訂閱 WWF 3 個月會員計劃，即送 WWF 可折疊矽膠杯及即

沖咖啡一杯。 

兒童工作坊 

日期 2020.06.15-07.12 

時間 4pm-5pm 

地點 利東街 G35 店 

簡介 於 WWF 網站免費登記參與(https://wwf.hk/3dde0Qv)，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完成工作坊後，參加者可獲得 WWF 海洋探險隊證書一張。 

專家講座 

日期 2020.06.25,27 

2020.07.04,11 

時間 3pm-3:45pm 

地點 利東街 G35 店 

簡介 於 WWF 網站免費登記參與(https://wwf.hk/3hE7pC2)，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專家講解香港海域及中華白海豚的故事，宣揚海洋保護的重要性。 

與中華白海豚吉祥物合照 

日期 2020.06.25,27 

2020.07.04,11 

時間 2:30pm-2:45pm, 3:45pm-4pm, 4pm-4:30pm 

地點 沿利東街 

 

https://wwf.hk/3dde0Qv
https://wwf.hk/3hE7pC2


 
 

附錄四：「利東街」驚喜禮遇* 
*推廣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優惠及推廣日期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優惠每日限額數量有限，換完即

止。圖片只供參考。如有任何爭議，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及有關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Benefit 

G34B 

 
Feathered & Full Brow 豐盈羽狀眉必備 

組合(3 號或 5 號色)7 折優惠 

Emack & Bolios  

G09-10  

 
2020 Summer Breezers 港幣 69 元/杯 

GaZ Accessories  

B13  

 
正價貨品 9 折優惠 

Gong Fu Teahouse  

B08-09  

 
購買武林秘笈高級茶包系列 2 盒 

即送懷舊中發白茶包禮盒乙盒 

(優惠價: 港幣 270 元)  

  



 
 

喜遇 

G01,04,05 & F01A  

 
堂食惠顧港幣 300 元或以上 

可享加一前 9 折優惠 

Le Pain Quotidien  

G40,40A & 41  

 
堂食惠顧任何食品或飲品即獲贈咖啡乙杯 

Mr Simms Olde Sweet Shoppe 

G27 

 
消費滿港幣 100 元即獲贈糖果乙包 

 Okashi Galleria x Calbee Plus 

G14-15 &F15A 

 
購物滿淨價港幣 200 元 

即獲減港幣 30 元折扣優惠 

Passion by Genard Dubois 

G11,12 & F12A 

 
法式冰淇淋買一送一優惠 

(下午 2:30 後) 

PizzaExpress 

G31 & F31A 

 
Sauvignon Blanc 買一送一優惠  

(港幣 63 元/杯) 

 



 
 

Sliversmith 

B31 

 
925 銀飾物 85 折優惠 

新啟達印刷燙金公司 

B07 

 
購買 2 包或以上利是封 9 折優惠 

大同老餅家 

B02-03  

 
早晨套餐港幣 20 元起 

YOKU MOKU 

G07 

 
購物滿淨價港幣 399 元 

即獲贈雪茄蛋卷禮包乙件 

 

有關利東街 

由市區重建局、合和實業及信和置業悉心打造的「利東街」為香港帶來約 200 米的林蔭

步行街體驗，兩旁露天茶座、品味餐廳以及本地和外國特色潮流品牌林立，中西薈萃；

兼享市區四通八達之便和社區左鄰右里之情，為傳統灣仔街道注入新活力，是灣仔熱點

之一。「利東街」自開幕以來備受各界好評，榮獲多個行內頂尖的獎項，包括：香港專

業驗樓學會主辦的 2017 年度建造及裝修業優秀大獎「2017 Five Stars Shopping Mall 

Award」、《香港經濟日報》主辦的最喜愛商場選舉 2017/18 「香港 25 大我最喜愛商場

活動」、市務業界權威雜誌 Marketing Magazine 主辦的年度 MARKies Award 2018「Best 

idea - Design」金獎及「Best idea - Public Relations」金獎、國際購物中心協會主辦的 2018

年 ICSC 中國購物中心及零售商大獎「Traditional Marketing」金獎等。 

「利東街」網站：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 

追蹤「利東街」 Instagram 及 Facebook：@leetungavenue #leetungavenue  

下載「利東街」手機程式 

IOS：https://apple.co/2CWseWV  Android：http://bit.ly/2YOUzHZ 

http://www.leetungavenue.com.hk/
https://instagram.com/regentstreetw1/?hl=en
https://apple.co/2CWseWV
http://bit.ly/2YOUz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