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香港大型活動年表
(由二零一七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二零一七年十月
2017 年國慶煙花匯演 民政事務局
十月一日
(統籌)
十月三至五 大坑舞火龍
日
十月四至六 丁酉年中秋綵燈會
日

大坑坊眾福利會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http://www.lcsd.gov.hk/eo

http://www.taihangfiredragon.hk/home.
html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http://www.lcsd.gov.hk/eo

十月五日

韓國十月文化節 2017 大韓民國駐香港總 www.festivekorea.com
開幕音樂會：韓國室 領事館及韓國室內
內樂團音樂會
樂團

十月六日

十六合唱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素賢女士
Tel: 2268 7317
Fax: 2366 2762
Email: zosychan@lcsd.gov.hk

十月六日及 中國新疆生產建設兵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Miss Winnie POON
潘詠琳女士
八日
團民族歌舞團《我們
Tel: 2268 7208
邊疆好地方》
Fax: 2371 3519
Email: wwlpoon@lcsd.gov.hk

十月七至十 香港網球公開賽 2017 香港網球公開賽項 http://www.hktennisopen.hk/
五日
目管理有限公司
十月八日

香港單車節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月八日

香港武術界慶回歸 20 香港武術聯會
周年 － 龍騰武聚匯
香江

十月九至十 2017/2018 亞洲青少 香港滑冰聯盟
一日
年花樣滑冰挑戰賽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hkwushuu.com.hk/

http://www.hks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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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十月十日至 歌劇：威爾第
十五日
《阿伊達》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香港歌劇院

http://operahongkong.org/

十月十一至 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展 環球資源
十四日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ELECTRONICS
.HTM

十月十二日 喝采系列：拉法爾．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莉女士
Tel: 2268 7211
布雷查茲鋼琴演奏會

Fax: 2366 2762
Email: slecheung@lcsd.gov.hk

十月十二至 第 29 屆世界客屬懇 Hong Kong Mei Zhou
Association Ltd
十五日
親大會
十月十三至 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 香港貿發局、慕尼黑 http://www.electronicasia.com
十六日
技術展
國際博覽亞洲有限
公司
十月十三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秋季 香港貿發局
十六日
電子產品展

http://www.hktdc.com/hkelectronicsfair
ae

十月十四日 對比-時尚 X 音樂
2017

待定

香港時裝設計師
協會

十月十八至 環球資源禮品及家居 環球資源
二十一日
用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GIFTS-HOMEPRODUCTS.HTM

十月十八至 環球資源移動電子產 環球資源
二十一日
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MOBILE-ELEC
TRONICS.HTM?source=TSCEGROU
P_INDEX_CENTERWELL
http://www.hkef.org

十月二十日 國際馬聯盛裝舞步挑 香港馬術總會
至二十二日 戰賽 2017 (香港站)
十月二十至 Mega Show Series
(Part 1)
二十三日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MEGA EXPO (Hong
Kong) Limited

http://www.mega-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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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十月二十日 世界文化藝術節
至十一月十 2017 –躍動非洲
九日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何少明女士
Tel: 2741 6557
Fax: 2371 4171
Email: asmho@lcsd.gov.hk

十月二十一 ASTC 香港三項鐵人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http://www.triathlon.com.hk
至二十二日 亞洲杯 2017
十月二十一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http://www.gahk.org.hk
至二十二日 成立 20 周年 － 國
家體操匯香港
十月二十一 創新科技月 2017/創 創新科技署
至二十九日 新科技嘉年華 2017

https://itm.gov.hk/
Ms Esther Lee
ITC
T: 2810 3285

十月二十二 國際鐵路安全議會周 機電工程署、香港鐵 http://www.irsc2017.org
Tel: 3590 4148
至二十七日 年會議
路有限公司
Email: info@irsc2017.org
十月二十三 香港金融科技周
至二十七日

投資推廣署

http://www.hongkong-fintech.hk/

十月二十六 首爾愛樂樂團音樂會 大韓民國駐香港總 www.festivekorea.com
日
領事館及首爾愛樂
樂團
十月二十六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至二十九日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月二十六 國際環保博覽
至二十九日

香港貿發局、法蘭克 http://www.ecoexpoasia.com
福展覽(香港)有限公
司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十月二十六 香港國際戶外及科技 香港貿發局
至二十九日 照明博覽

http://www.hktdc.com/hkotlexpo

十月二十七 Mega Show Series
至二十九日 (Part 2)

http://www.mega-show.com/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MEGA EXPO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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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十月二十七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至三十日
秋季燈飾展

http://www.hktdc.com/hklightingfairae

十月二十七 環球資源時尚產品展 環球資源
至三十日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FASHION.HTM

十月二十八 第 39 屆香港賽艇錦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http://www.rowing.org.hk
日至二十九 標賽
日
十月二十九 新世界維港泳 2017
日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www.hkasa.org.hk
Tel: 2572 8594

十月三十一 2017 香港滑浪風帆賽 香港滑浪風帆會
日至十一月
六日

http://www.windsurfing.org.hk/en/home
/index.php

十月或十一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 香港動漫畫聯會有 http://www.comicavenue.hk/
月或十二月 （第二期）周年典禮 限公司
(暫定)
二零一七年 漫遊城市 – 灣仔
十月至二零
一八年七月
(暫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十一月一至 香港盛宴 11 月
三十日
十一月二日 環球電梯募投比賽
2017

香港藝術中心

Hong Kong Arts Centre
Public Art Hong Kong
Tel:2582 0229

香港旅遊發展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香港科技園公司

https://events.hkstp.org/events/2017/EPi
C/

二零一七年 「牽星過洋 – 明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馬文光先生
Tel: 2655 0821
十一月三日 海貿傳奇」

Fax: 2721 6216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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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至二零一八 (暫名)
年三月四日

Email: rmkma@lcsd.gov.hk

十一月五至 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7 社會創業論壇
十日

www.ses.org.hk
Tel: 3568 3546

十一月八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眼鏡 香港貿發局
十日
展

http://www.hktdc.com/hkopticalfair

十一月九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十一日
美酒展

http://www.hktdc.com/hkwinefair

岑佩玉女士
Tel: 2655 0823
Fax: 2721 6216
Email: cpyshum@lcsd.gov.hk

十一月十至 柏林愛樂樂團
十一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葉綺蓮女士

十一月十一 荷蘭舞蹈劇場
至十二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潘詠琳女士

Tel: 2268 7210
Fax: 2366 2762
Email:
eylyip@lcsd.gov.hk

Tel: 2268 7208
Fax: 2371 3519
Email: wwlpoon@lcsd.gov.hk

十一月十一 2017 年香港國際草地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http://www.hklba.org
至十九日
滾球精英賽

十一月十二 港島 10 公里賽
日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https://www.hkaaa.com

十一月十二 二○一七國泰航空新 香港壁球總會
至十九日
鴻基金融香港壁球公
開賽
十一月十四 亞太區美容展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www.hksquash.org.hk
Tel: 2869 1592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http://www.cosmoprof-asia.com/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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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至十六日

(亞洲國際博覽館)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十一月十五 亞太區美容展
至十七日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十一月十五 國際殘疾人奧委會運 香港體育學院、國際 Ada Cheng / Katie Wong
Information Centre
至十八日
動科學委員會會議及 殘疾人奧委會運動 Sports
Tel: 2681 6130
工作坊
科學委員會
Email : rsi@hksi.org.hk
十一月十六 香港藝術週 2017
至二十六日

香港畫廊協會

http://www.hk-aga.org/hong-kong-art-w
eek-2017/

十一月十七 Clockenflap 香港音樂 Magnetic Asia Limited
至十九日
及藝術節 2017

http://www.clockenflap.com/zh-hant

十一月十七 2017 世界海洋獨木 香港獨木舟總會
至十九日
舟錦標賽暨第一屆海
洋獨木舟亞洲錦標賽

www.hkcucanoe.com.hk
Tel: 2504 8186

林國輝先生
二零一七年 「彼思動畫 30 年：家 康樂及文化事務
十一月十八 ＋友‧加油！」展覽 署、彼思動畫製作室 Tel: 2180 8103
Fax: 2180 8222
日至二零一
Email: bkflam@lcsd.gov.hk
八年三月五
黃淑霞小姐
日
Tel: 2180 8125
Fax: 2180 8222
Email: bshwong@lcsd.gov.hk

十一月十九 喝采系列：柏林
日
愛樂弦樂四重奏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莉女士

十一月十九 香港海運週 2017
至二十六日

香港海運港口局

十一月二十 城市當代舞蹈節

城市當代舞蹈團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Tel: 2268 7211
Fax: 2366 2762
Email: slecheung@lcsd.gov.hk
www.hkmw.hk
Mr Ken Hau
Tel: 3509 8274
http://www.ccdfestival.hk
Tel: 2329 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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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一至二十六
日
十一月二十 YONEX-SUNRISE 二 香港羽毛球總會
一至二十六 零一七香港公開羽毛
日
球錦標賽．大都會人
壽世界羽毛球聯會世
界超級賽系列

www.hkbadmintonassn.org.hk
Tel: 2504 8318

十一月二十 2017 年亞洲物流及航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http://www.almc.hk
三至二十四 運會議
府、香港貿發局
Henry Mak, AS(T)10C
日
Tel: 3509 8257
十一月二十 光‧影‧香港夜
三至二十五
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Dr Lesley LAU
2512 3001
法國文化推廣辦公 Tel:
Fax: 2512 3022
室
Email: llau@lcsd.gov.hk

十一月二十
三至二十六
日
十一月二十
三至二十六
日
十一月二十
四至二十六
日

垂誼樂社

樂．誼國際音樂節

http://www.musicussociety.org/concer
ts/musicus-fest/

瑞銀香港高爾夫球公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www.hkga.com
Tel: 2504 8659
開賽
國際馬聯場地障礙挑 香港馬術總會
戰賽 (香港站) 2017

http://www.hkef.org

十一月二十 2018 香港公開劍擊錦 香港劍擊總會
四至二十七 標賽
日

http://www.hkfa.org.hk

十一月二十 第十三屆大中華
五至二十六 劍道賽
日

http://www.hongkongkendo.com

香港劍道協會

二零一七年 「觸 — 香港國際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鄭煥棠先生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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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十一月二十 報三年展 2017」展覽
五日至二零
一八年三月
二十六日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Tel: 2180 8101
Fax: 2180 8222
Email: wtcheng@lcsd.gov.hk
胡佩珊小姐
Tel: 2180 8112
Fax: 2180 8222
Email: apswu@lcsd.gov.hk

十一月二十 粵劇日 2017
六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鍾藹兒女士

十一月二十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
八至二十九 研討洽談會
日(暫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Edmund Yiu
Tel: 25844272
香港貿發局

Tel: 2268 7213
Fax: 2741 2658
Email: joychung@lcsd.gov.hk

十一月二十 「綿亙萬里 — 世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張銳森先生
Tel: 2724 9013
九日至二零 遺產絲綢之路」展覽 國家文物局
Fax: 2724 9090
一八年三月
Email: tyscheung@lcsd.gov.hk
五日
周志廉先生
Tel: 2724 9021
Fax: 2724 9090
Email: clchow@lcsd.gov.hk

十一月三十 亞洲農產品展
日至十二月
二日

縱延展業有限公司 http://www.verticalexpo.com/eeditor/in

十一月三十 香港國際烘焙展
日至十二月
二日

縱延展業有限公司 http://www.verticalexpo.com/eeditor/in

dex.php?expo_id=8

dex.php?expo_id=11

十一月三十 香港國際珠寶廠商展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 http://www.jewelryshows.org/tc/trade/h
ome.php
日至十二月 覽會暨香港珠寶購物 商會
三日
節
十一至十二 第二屆文學串流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香港藝術發展局

Ms Yvonne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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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月

二零一七年 香港郊野全接觸
十一月至二
零一八年三
月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Tel: 2820 1002
Email:
yvonne_lam@hkadc.org.hk

香港旅遊發展局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 更新「幻彩詠香江」 香港旅遊發展局
匯演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
see-do/great-outdoors/great-outdoors-ho
ng-kong.jsp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and
http://www.tourism.gov.hk/symphony
/eindex.html

十二月一至 香港貿發局設計及創 香港貿發局
新科技博覽
三日

http://www.hktdc.com/fair/innodesignte
chexpo-en/HKTDC-Inno-Design-TechExpo.html?

十二月一至 香港貿易發展局國際 香港貿發局
中小企博覽
三日

http://www.hktdc.com/fair/worldsmeex
po-en/HKTDC-World-SME-Expo.html

十二月一至 第二屆亞洲馬術聯會 香港馬術總會
少年場地障礙錦標賽
三日

http://www.hkef.org

十二月一至 「閃躍維港」光影匯 香港旅遊發展局
演
二十八日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二零一七年 香港繽紛冬日節
十二月一日
至二零一八
年一月一日
(暫定)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香港旅遊發展局

十二月二至 2017 國際汽聯電動方 Formula Electric Racing http://www.hkformulae.com/
(Hong Kong) Limited
三日
程式賽車錦標賽
十二月四日 第三屆亞洲中學生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ttp://www.hkssf.org.hk
野跑錦標賽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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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十二月四日 設計營商周
至九日

香港設計中心

待定

十二月五至 香港論壇
六日

香港貿發局, 環球 http://www.hkfederation.org.hk/main
香港商業協會聯盟 /index.asp

十二月六日 亞洲電子商貿峰會

香港貿發局

www.asianetailingsummit.com

十二月六至 香港貿發局創智營商 香港貿發局
博覽
八日

http://www.hktdc.com/smartbizexpo

十二月六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特許經營展
八日

http://www.hktdc.com/fair/hkifs

http://
十二月七至 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 香港貿發局、
bipasiaforum.com
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八日
府、香港設計中心

十二月七至 DesignInspire
九日

香港貿發局

http://designinspire.com.hk

十二月九至 2017 亞洲柔道公開賽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http://hkjudo.org/
十日
(香港站)
十二月十二 CineAsia
至十四日

Nielsen Film Group

十二月十二 香港國際棒球公開賽 香港棒球總會
2017
至十七日
十二月十三 學與教博覽 2017
至十五日

http://www.filmexpos.com/cineasia

http://www.hkbaseball.org

多元商訊（香港） http://www.ltexpo.com.hk/

十二月十五 2017 香港國際潛水暨 龍鑫科展有限公司 http://www.divingandresorttravelexpo.c
om/
度假觀光展
至十七日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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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十二月十五 水墨藝博
至十七日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國際藝展有限公司 http://inkasia.com.hk/

二零一七年 「開懷集」系列：
《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十二月二十 高一丈》
九日至二零
一八年一月
一日

張明慧女士
Tel.: 2268 7209
Fax: 2371 3519
Email: cmwcheung@lcsd.gov.hk

二零一七年 2018 世界 29er 錦標 香港帆船運動總會 http://www.sailing.org.hk
十二月三十 賽
日至二零一
八年一月八
日
二零一七年 香港除夕倒數
十二月三十
一日至二零
一八年一月
一日

香港旅遊發展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二零一七年 2017 港深城市/建築
十二月至二 雙城雙年展 (香港)
零一八年二
月十一日(暫
定)
二零一七年 香港工業展 (暫名)
十二月至二
零一八年三
月(暫定)

香港建築師學會雙
年展基金會有限公
司

http://www.hkia.net/en/News/action.do?
method=detail&mappingName=LocalN
ews&id=4028813c57bc3ee0015bf5c79c
d20fbd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銳森先生
Tel: 2724 9013
Fax: 2724 9090
Email: tyscheung@lcsd.gov.hk
周志廉先生
Tel: 2724 9021
Fax: 2724 9090
Email:
clchow@lcsd.gov.hk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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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月八至九 亞洲授權業會議，香 香港貿發局
日
港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http://www.hktdc.com/asianlicensingco
nference

一月八至十 香港國際授權展，香 香港貿發局
日
港

http://www.hktdc.com/hklicensingshow

一月八至十 香港貿發局香港玩具 香港貿發局
一日
展

http://www.hktdc.com/hktoyfair

一月八至十 香港國際文具展
一日

http://www.hkstationeryfair.com
香港貿發局、
法蘭克褔展覽(香港)
有限公司
http://www.hktdc.com/hkbabyfair
一月八至十 香港貿發局香港嬰兒 香港貿發局
一日
用品展

一月十至十 香港國際指揮大賽
四日

香港小交響樂團

一月十至二 《PLAY!》香港漫畫 香港藝術中心
一日 (暫定) 巡迴展覽 - 香港站

https://www.hkconducting.com/
Tel: 2836 3336
Hong Kong Arts Centre, Comix Home
Base
Tel: 2824 5303

http://www.hktdc.com/ncs/aff2018/tc/m
一月十五至 亞洲金融論壇 2018 香港貿發局、
十六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ain/index.html
府

一月十五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 香港貿發局
十八日
節秋冬系列

http://www.hktdc.com/hkfashionweekf
w

一月十七至 第九屆香港國際室內 飛躍演奏香港
二十四日
樂音樂節

http://www.pphk.org/

一月十七至 環球帆船賽（香港分 香港帆船運動總會 vorhk@sailing.org.hk
Tel : 2504 8159
三十一日
站） － 帆船嘉年華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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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一月十九至 第 4 屆香港城市盃國 香港拳擊總會
二十一日
際拳擊邀請賽 2018
一月二十至 世界香港夜光龍
二十一日
醒獅錦標賽 2018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http://www.hkboxing.org.hk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 http://www.hkcmaa.com.hk/
總會

一月二十至 2018 年全港競技體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http://www.gahk.org.hk
二十一日
國際邀請賽
一月二十一 渣打香港馬拉松 2018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www.hkaaa.com
Tel: 2504 8215
日
一月二十三 iFX EXPO ASIA
至二十五日

Conversion Pros

https://www.ifxexpo.com/

一月二十五 Spine World Summit 2018 Spine World Ltd
至二十七日

http://summit.spineworld.org/en/

一月二十九 StartmeupHK Festival
日至二月二
日

http://www.startmeup.hk/

投資推廣署

一月(暫定) 第 4 屆香港城市盃國 香港拳擊總會
際拳擊邀請賽 2018

http://www.hkboxing.org.hk

一月(暫定) 香港漫畫星光大道 香港動漫畫聯會有 http://www.comicavenue.hk/
（第二期）周年典禮 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二月
二月一至三 Lohas Expo 2018
日

Vegetarian Food Asia
2018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Inspire Advertising &
Marketing Ltd.

http://www.lohasexpohk.com/
http://www.vegfood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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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二月一至四 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 香港貿發局
日
業博覽

http://www.hktdc.com/hkeducationexpo

二月八至十 The 33rd Asia-Pacific
Academy of
一日
Ophthalmology (APAO)

http://2018.apaophth.org/

二月九至十 浪琴表香港馬術大師 香港馬術總會
一日
賽 2018

www.hkef.org
Tel: 2966 5078

Hong Kong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
Congress in conjunction College of
with the 29th Hong Kong Ophthalmologists of
Ophthalmological
Hong Kong
Symposium

二零一七年
二月十日至
二零一九年
一月(暫定)

《口傳心授系列 I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鄒興華先生
Tel: 2180 8217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Fax: 2180 8222
代表作名錄》
E-mail: hwchau@lcsd.gov.hk
展覽（暫名）
何惠儀女士
Tel: 2446 2172
Fax: 2413 9271
E-mail: jwyho@lcsd.gov.hk

二月十六日 新春國際匯演之夜

香港旅遊發展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二月十七日 戊戌年(2018)農曆新 民政事務局
年煙花匯演
(統籌)

http://www.lcsd.gov.hk/eo

二月二十一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Fur
Federation
至二十四日 Fur & Fashion Fair

http://www.hkff.org/furFair.php

二月二十七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至三月三日 鑽石﹑寶石及珍珠展

http://www.hktdc.com/fair/hkdgp-en/

二月二十八 三月亞洲時尚首飾及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http://exhibitions.asiafja.com/3fj/
至三月三日 配飾展
二月(暫定) 《鳳凰盃》香港
女子棒球錦標賽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香港棒球總會

http://www.hkbaseba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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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二月(暫定) 香港抱石錦標賽 2018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 http://www.hkmu.org.hk
登總會
二月至五月 第 57 屆威尼斯視藝 香港藝術發展局、 http://2017.venicebiennale.hk/
(暫定)
雙年展香港回應展 西九文化區 M+
Ms Brenda Lam
Tel: 2820 1073
Email: brenda_lam@hkadc.org.hk

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月一至三 香港藝術月
十一日

香港旅遊發展局

三月一至五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日
珠寶展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http://www.hktdc.com/hkjewelleryshow

三月二至四 2018 戊戌年元宵綵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http://www.lcsd.gov.hk/eo
會
日
三月十至十 2018 香港室內賽艇錦 中國香港賽艇協會 http://www.rowing.org.hk
標賽暨慈善長途接力
一日
賽
三月十四至 Fashion Access - March
Show
十六日

APLF Ltd

http://www.aplf.com/APLFEvents/Fashi
onAccess/tabid/1693/language/en-US/D
efault.aspx

三月十四至 APLF – Leather &
Materials +
十六日

APLF Ltd

http://www.aplf.com/APLFEvents/M
MT/tabid/1694/language/en-US/Defa
ult.aspx

三月十七日 2018 香港科學節
至四月二十
五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袁月寶女士
Tel: 2732 3203
Fax: 2311 2248
Email: rypyuen@lcsd.gov.hk
彭翠虹女士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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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Tel: 2732 3222
Fax: 2311 2248
Email: rthphang@lcsd.gov.hk

三月十九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二十二日
影視展，香港

http://www.hktdc.com/hkfilmart

三月十九日 第四十二屆香港國際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 待定
至四月五日 電影節
會
三月十九日 香港影視娛樂博覽
至四月十五 2018
日(暫定)

香港貿發局

http://www.eexpohk.com

三月二十或 MarketingPulse
二十一日
(暫定)

香港貿發局

www.hktdc.org/marketingpulse

三月二十九 Art Basel in Hong Kong
至三十一日

Asian Art Fairs Ltd

https://www.artbasel.com/en/Hong-Kon
g

三月二十九 APLF - Materials,
至三十一日 Manufacturing and

APLF Ltd

http://www.aplf.com/APLFEvents/MM
T/tabid/1694/language/en-US/Default.a
spx

三月(暫定) Asia Contemporary Art

Asia Contemporary Art
Limited

http://asiacontemporaryart.com/home/m
ain/en/

Technology

Show

三月(暫定) Art Central

Art Central Hong Kong http://www.artcentralhongkong.com/

三月(暫定) 第十六屆香港亞洲電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 http://www.haf.org.hk/
影投資會
會
三月(暫定) 搶耳國際音樂演出及 文藝復興基金會有 待定
交流計劃 2017 – 成 限公司
果演出
二零一八年四月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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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四月六至八 國泰航空/匯豐香港 香港欖球總會
日
國際七人欖球賽 2018

www.hksevens.com
Tel: 2504 8311

四月六至九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日
春季燈飾展

http://www.hktdc.com/hklightingfairse

四月十一日 巴塞爾音樂學院古樂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莉女士
Tel: 2268 7211
團 (瑞士) (暫名)
Fax: 2366 2762
Email: slecheung@lcsd.gov.hk

四月十一至 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展 環球資源
十四日

四月十二至 互聯網經濟峰會
十三日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ELECTRONICS
.HTM?source=TSCHKKSFEC_CSFLO
GO_HOME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http://www.iEconomySummit.hk/
辦公室

四月十三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春季 香港貿發局
十六日
電子產品展

http://www.hktdc.com/hkelectronicsfair
se

四月十三至 香港貿發局國際資訊 香港貿發局
十六日
科技博覽

http://www.hktdc.com/ictexpo

四月十四至 樓宇安全週 2018
二十一日

鍾永強先生
Tel: 3106 3365

屋宇署

四月十八至 環球資源禮品及家居 環球資源
二十一日
用品展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GIFTS-HOMEPRODUCTS.HTM?source=TSCHKCS
FGH_CSFLOGO_SHOWN1

四月十八至 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展 環球資源
二十一日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MOBILE-ELEC
TRONICS.HTM?source=GSOL_TopNa
v_TS_HKMBE

四月二十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家庭 香港貿發局
二十三日
用品展

http://www.hktdc.com/hkhousewarefair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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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四月二十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二十三日
家用紡織品展

http://www.hktdc.com/hkhometextilesfa
ir

四月二十七 環球資源時尚產品展 環球資源
至三十日

http://www.globalsources.com/TRADE
SHOW/HONGKONG-FASHION.HTM

四月二十七 香港貿發局香港禮品 香港貿發局
至三十日
及贈品展

http://www.hktdc.com/hkgiftspremiumf
air

http://www.hkprintpackfair.com
四月二十七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 香港貿發局、
至三十日
展
華港國際展覽有限
公司

四月三十至 爵士馬拉松 (響應
五月一日
「國際爵士樂日」)
(暫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陳素賢女士
Tel: 2268 7317
Fax: 2366 2762
Email: zosychan@lcsd.gov.hk

四月(暫定) 第三屆香港國際場地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 http:/www.cycling.org.hk
盃
二零一八年五月
五月七至九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日
醫療器材及用品展
五月九日

http://hktdc.com/hkmedicalfair

喝采系列：柏高班拿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張莉女士
Tel: 2268 7211
佛蘭明高結他演奏會
Fax: 2366 2762
(西班牙) (暫名)
Email: slecheung@lcsd.gov.hk

五月九至十 Gourmet Asia 2018
一日

UBM HKES

五月九至十 Build4Asia 2018
一日

UBM HKES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http://www.build4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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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五月十三至 71st CFA Institute Annual CFA Institute
Conference
十六日

https://www.cfainstitute.org/learning/ev
ents/Pages/05132018_132021.aspx

五月十六至 Cloud Expo Asia & Data Closerstill Media
Centre World
十七日

http://www.cloudexpoasiahk.com/regist
er-your-interest-for-2018

五月十六至 Sisters BeautyPro Trade
Fair
十八日

In Express Expo Limited http://www.iesg.com.hk/iesg/images/ies
g_images/exb_sbptf/sbptf_12th/2017_1
2thSBPTF_Info.pdf

五月十七至 香港貿發局創業日
2018
十八日
(暫定)

香港貿發局

五月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長洲太平清醮
值理會

包山嘉年華 2018

http://www.hktdc.com/eday

五月(暫定)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醫療器材及用品展

http://www.hktdc.com/fair/hkmedicalfai
r-en/HKTDC-Hong-Kong-International
-Medical-Devices-and-Supplies-Fair.ht
ml

五月(暫定) 歌劇：比才《卡門》 香港歌劇院
(暫名)

http://operahongkong.org/

五月至九月 奢華世代─從亞述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張銳森先生
Tel: 2724 9013
亞歷山大 (暫名)
大英博物館

Fax: 2724 9090
E-mail: tyscheung@lcsd.gov.hk
張雅茵女士
Tel: 2724 9027
Fax: 2724 9090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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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E-mail: rnycheung@lcsd.gov.hk

二零一八年六月
六月五至八 亞洲景點博覽會
日
六月十二至 Retail Asia Expo
十四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http://www.iaapa.org/expos/asian-attrac
of Amusement Parks and tions-expo/home
Attractions (IAAPA)
Diversified
Communications Hong
Kong, LLC

http://www.retailasiaexpo.com/rae/

TKS Exhibition Services http://www.itehk.com/ITEHK/
六月十四至 ITE - The 32n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po Ltd
十七
Hong Kong
The 13th MICE Travel
Expo

六月十五至 中國戲曲節 2018
八月十二日
(暫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朱秀慧女士

六月二十一 June Hong Kong
至二十四日 Jewellery & Gem Fair

UBM Asia Ltd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
m/6jg/

六月二十二 香港龍舟嘉年華
至二十四日

香港旅遊發展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六月二十三 香港博物館節 2018
日至七月八
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黃雁萍女士

六月二十八 香港國際歌劇比賽
至七月二日 (暫名)

非凡美樂

Tel: 2268 7215
Fax: 2741 2658
Email: dswchoo@lcsd.gov.hk

Tel: 2601 7358
Fax: 2699 6757
Email: anpwong@lcsd.gov.hk

http://www.musicavivahk.org/

六月(暫定) 六月香港珠寶首飾展 亞洲博聞有限公司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m/
6jg/
覽會
六月(暫定)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 www.hkcdba.org/
Tel: 2504 8332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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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2018
六月至九月 「天上人間: 敦煌數 康樂及文化事務
(暫定)
碼展示」展覽
署、敦煌研究院
(暫名)

林國輝先生
Tel: 2180 8103
Fax: 2180 8222
Email: bkflam@lcsd.gov.hk
連凱恩小姐
Tel: 2180 8171
Fax: 2180 8222
Email: hylin@lcsd.gov.hk

二零一八年七月
七月一至八 香港 Fun 享夏日禮
月三十一日 (暫名)

香港旅遊發展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

Vertical Expo Services http://www.retireeandseniorfair.com
七月六至八 50+ Expo (former
Retiree and Senior Fair) Co., Ltd.
日
I/O Senior Expo Asia

七月六至八 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8
月十二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徐偉斌先生
Tel: 2741 1453
Fax: 2371 4171
Email:hwptsui@lcsd.gov.hk

Connected Intelligence https://riseconf.com/
七月八至十 RISE 2018
Ltd
一日
http://www.hktdc.com/hkfashionweek
七月九日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時裝 香港貿發局
ss
十二日
節春夏系列

七月十八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 香港貿發局
二十四日

http://www.hktdc.com/hkbookfair

七月二十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運動 香港貿發局
二十四日
消閒博覽

http://www.hktdc.com/fair/hksportsle
isureexpo

二零一八年八月
八月十六至 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 香港貿發局
十八日
茶展

http://www.hktdc.com/hkteafair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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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八月十六至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香港貿發局
(Trade)
十八日

http://www.hktdc.com/hkfoodexpo

八月十六至 東亞泰拳錦標賽 2018 香港泰拳理事會
十九日

http://www.hkmuaythai.org/

八月十六至 香港貿發局美食博覽 香港貿發局
(Public)
二十日

http://www.hktdc.com/hkfoodexpo

八月十六至 香港貿發局家電‧家 香港貿發局
二十日
品‧博覽

http://www.hktdc.com/homedelights

八月十六至 香港貿發局美與健生 香港貿發局
二十日
活博覽

http://www.hktdc.com/fair/hkbeautye
xpo

八月十九至 亞洲家庭高峰會
亞洲區家庭研究聯 http://www.cifa-net.org/?locale=en-U
S
二十二日
家庭福祉持續發展： 盟
亞洲行動綱領
八月二十九 Asia Adult Expo
至三十一日

Vertical Expo Services http://www.asiaadultexpo.com/
Co., Ltd.

八月二十九 Natural & Organic
至三十一日 Products Asia

Diversified
http://www.naturalproducts.com.hk/b
Communications Hong eta/
Kong, LLC

八月三十至 The 17th Asia-Pacific
Congress of Clinical
九月二日

Hong Kong Society for http://www.apccmi-iicc2018.hk/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 (APCCMI)
cum 8th International
Infection Control
Conference

八月

International Design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Hong Kong Infection
Control Nurses’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Design

http://idff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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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暫定)

Furniture Fair Hong
Kong

Furniture Fair HK Ltd

二零一八年九月
九月四至六 Restaurant & Bar Hong Diversified Events
Kong
Hong Kong
日
九月四至八 香港貿發局香港鐘表 香港貿發局
日
展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http://www.restaurantandbarhk.com/
expo/
http://www.hktdc.com/hkwatchfair

九月五至七 Asia Fruit Logistica
日
九月五至八 CENTRESTAGE
日

Global Produce Events http://www.asiafruitlogistica.com/en/
GmbH

九月二十一 西班牙國立舞劇院
至二十三日 (中文名稱待定)
(暫定)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潘詠琳女士

九月二十三 戊戌年中秋綵燈會
至二十五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http://www.lcsd.gov.hk/eo

九月 (暫定) Seafood Expo Asia

Diversified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香港貿發局

http://www.centrestage.com.hk

Tel: 2268 7208
Fax: 2371 3519
Email: wwlpoon@lcsd.gov.hk

九月 (暫定) Asia’s Fashion Jewellery UBM Asia Ltd

http://www.seafoodexpo.com/asia/

http://exhibitions.asiafja.com/9fj/

& Accessories Fair –
September

九月 (暫定) September Hong Kong
Jewellery & Gem Fair
(AWE)
_____________________
September Hong Kong
Jewellery & Gem Fair
(HKCEC)

九月至十月 中國電影展 2018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UBM Asia Ltd

http://exhibitions.jewellerynetasia.co
m/9JG/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馮欣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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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機關

有關詳細資料，請瀏覽以下網頁
或向聯絡人查詢

與華南電影工作者 Tel.: 2734 2888
聯合會合辦，銀都機 Fax: 2366 5206
Email: dyyfung@lcsd.gov.hk
構有限司、南方影業
有限公司及中國電
影基金會協辦
九月或十月 Fine Art Asia
(暫定)

Art & Antique
http://fineartasia.com/
International Fair Ltd

二零一八年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暫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http://www.beltandroadsummit.hk
府
香港貿發局

政府新聞處

(新加上的活動及更新資料以粗體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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