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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X "恒香‧百年"呈献"寻蛋滋味 360" 

恒香 100周年展览馆 模仿经典恒香酒家的场景 

30年历史大红花轿重现眼前 插画画作及怀旧展品细说百年历史 

放大版恒香经典老婆饼盒、蛋挞秋千、蛋卷摇摇板打卡位 

 
 

(香港 - 2021年 4月 1日）月饼、老婆饼、蛋卷一直深受本地人喜爱，亦是旅客来港的必买伴手

礼，但大家知道这些地道美食当中的故事及历史吗？ 今个春天，昂坪 360已为各位预定好假日计

划，准备一连串欢乐活动，于 2021年 4月 2日至 6月 14日举办寻蛋滋味 360主题活动。 适逢

恒香老饼家 100周年，活动特设「恒香‧百年」展览馆，一站式揉合插画、图文、实物、影像展

品，更搜罗甚具纪念价值的怀旧珍藏品，当中有 30年历史的大红花轿，同时亦联乘本地玩具品牌

「小城故事」，装饰出地道香港怀旧场景，缔造出新旧交融的独具气息。 于活动期间，昂坪市集

圆形广场更设有三大趣味打卡位，以传统蛋制食品为主题，精心打造放大版恒香经典老婆饼盒、

蛋挞秋千、蛋卷摇摇板以及彩蛋打卡墙，绝对是拍照打卡热点。 丰富活动浪接浪，绝对会令你流

连忘返！ 

 

 

 

 

 

 

 

https://bit.ly/3rAbWZZ


 

「恒香‧百年」展览馆 怀旧展品细说百年历史 

适逢恒香老饼家 100 周年，一直陪伴港人经历身边的大

小事的昂坪 360 与恒香老饼家联手策划了「恒香‧百年」

展览馆，揉合插画、图文、实物、影像，以及展出多件

甚具纪念价值的怀旧珍藏品，再配上互动及趣味元素，

与你一同回味《恒香老饼家》过去一百年的点滴。 

 

 

 

 
「饮茶」是香

港人日常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早期为传统茶楼的「恒

香栈」于四十年代改名为「恒香酒家」。 因此为了筹

备展览馆，特意费尽心思搜罗多样怀旧的装饰和摆

设，模仿出昔日「恒香酒家」的场景，经典装潢如霓

虹灯招牌、纸皮石墙、手推点心车、一盅两件，一一

展现眼前，让大家再度回味往时光阴。 而酒家内设有

不少有趣小道具，如怀旧茶盅、点心胶牌、饮食潮语

LED灯牌等，势必成为打卡热点。 

 

 

LED灯牌解说： 

#我爱大婆 原装和迷你装恒香老婆饼的尺寸有别 ;术语内的原装名为大婆， 迷你装名

为细婆 #半打细婆唔该 

#得闲饮茶 直白意思是有空出来喝茶聊天，但多为委婉的客套话，只是随口一说作结 

#见字食饼 源自潮语「见字饮水」，提醒各位多喝水多食老婆饼，保持身体健康 

#食多 D中三 T 出自综艺节目《虾仔爹地》搞笑的押韵对白 

 

 



 

整个展览馆的装潢模仿成 60年代

的九龙城寨街景，墙上除贴有当时

甚具设计特色的路牌、街招及宣传

海报外，更有不少极具香港风味的

霓虹灯及手写白底红字招牌。 另外

亦以「上居下铺」骑楼式的建筑特

色为主，抬头望到公共屋邨外墙晾

衫竹挂满衣物的奇观，充满怀旧港

式情怀。 而挂有「驰名老婆饼」招

牌的「珍品小典故」展馆则展出四款恒香老饼家珍藏品，包括恒香月饼模、80

年代恒香「迷你七星伴月」月饼罐及 60至 80年代恒香礼饼劵等，绝对令你大

开眼界。  

「珍品小典故」展品介绍 

  
恒香月饼模 

苏东坡诗中小饼如嚼月，中有饴和酥。 」月饼

模子的历史追溯到宋代，当时月饼是一种随时

可吃点心食品，糕饼师傅把嫦娥奔月的神话故

事印在月饼上，月饼随后变得普及，成为中秋

节馈赠亲友重要贺礼。 制作月饼模的材料多以

木制为主，但南方和北方的用料不同，主要是

就地取材。 据说由于果树树木本身带有果香，

因此传统唐饼匠人爱以果木制作月饼模具，为

月饼添上果子的清香。 

月饼模早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现时多以机

制，饼模随即成为日渐罕见的精美收藏，见证

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迁，凝结着源于心底里的

祝福和想念。 

 

80年代恒香迷你七星伴月月饼罐 

印在月饼罐上的菊花名为蟹爪菊，是菊中珍

品。 花瓣形似螃蟹钳子，圆润亮丽。 因菊花于

秋季绽放，故成为秋天的象征，人们甚至把九

月称为「菊月」，于中秋佳节有象征「但愿人

长久，人月两团圆」之意。 此外，菊为四君子

之一，经历风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其高

风亮节，清雅淡泊的气质，因陶渊明采菊东篱

下，菊花由此得了「花中隐士」之称，一直为

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 



 

  
恒香 100周年限量版纪念礼品 

为庆祝恒香老饼家 100周年推出的限量纪念

品，一套 5款，特地与本地玩具品牌合作，希

望借以将独特的香港本土情怀传承下去。 纪念

礼品包括：元朗总店积木模型、恒香大货车、

轻型货车、专线小巴、中秋巴士。 

 

香礼饼券 

嫁女饼的全盛时期约在上世纪 60-70年代，有

红绫、黄绫、白绫、蛋黄莲蓉酥、鸡蛋糕、合

桃酥、皮蛋酥及老婆饼。 当年每款嫁女饼每天

的制作量多达数百件，可见需求之大。 80年

代开始流行购买唐饼咭，方便赠送亲朋戚友。 

而于 90年代，虽然西饼咭盛行，但仍难以取

代中式礼饼的地位，是中国传统嫁囍习俗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联乘本地品牌重现经典 新旧交融回味昔日时光 

婚嫁绝对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以大红花轿迎亲有富

贵喜庆之意，以展现气派非凡。 「恒香‧百年」展览

馆展出了一顶近 30 年历史的大红花轿，记载着数代人

的爱情故事。 花轿另一边则是模拟昔日酒楼婚礼宴客

的龙凤大礼堂，放有一对囍庆生动的龙凤雕像。 雕像

于 80 年代以原木人手雕刻而成，手工非常精致，极具

欣赏价值。 

 

 

 

 
珍贵回忆以不同面貌呈现，「恒香‧百年」展览馆更

联乘本地玩具品牌「小城故事」，以积木打造成地道

香港怀旧场景，重现充满浓厚新年气氛的昔日元朗，

包括新春舞狮、昔日游乐场小玩意、交通工具及建筑

物等，体现新旧交融的气息之余，同时借此吸引小朋

友注目，从中了解香港的变迁。 

 

 



 

 
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不少怀旧的场景已不复再，因此展

览馆当中的「恒香画廊」邀请本地年轻插画师 Chloe 

Yau，运用其手绘风格细致勾画出亲切的香港情怀，画

出 10幅关于恒 香香以及本土文化精神的插画，当中包

括清晨时分的恒香饼厂、制饼师傅努力地制作美味可口

的热酥饼、恒香货车则在厂外等待着将新鲜的热酥饼送

到各间店铺、 制饼师傅每天凌晨便回到厂房制作老婆

饼及卷蛋卷、元朗围村传统婚嫁礼节，担杆运送囍饼以

及大排筵席等经典场面，为历史留下色彩记忆。 

 

 
三大打卡位—恒香传统巨型礼盒、放大版蛋挞秋千、彩蛋打卡墙 

  
 

鸡蛋大家可能会联想起蛋挞、蛋卷等香港地道小食，因此昂坪 360将传统蛋制食品融入至不同打

卡位之中。 第一站将恒香经典老婆饼盒放大 100倍出现于大家眼前，红当当的背景印上香港街头

常见的招牌，配上礼盒中红黄色的恒香经典自家制白莲蓉老婆饼，春意盎然。 大家可走进送礼必

备的礼盒之中，与心型老婆饼合照，享受充满欢笑及色彩的节日！ 

 
二站将港人最爱小食之一蛋挞，打造成蛋挞秋千，大

家可坐在滑溜溜的蛋挞面上拍照留念，玩味十足！ 背

景更模仿传统冰室的设计，铺满菱格马赛克磁砖，尽

显怀旧复古味道，犹如置身八十年代冰室之中，充满

老香港情怀，绝对会成为人气打卡位！ 旁边的蛋卷摇

摇板亦是另一焦点所在，爽脆松化的蛋卷外形，像真

度十足！ 

 



 

 
另一边亦设有少女系彩蛋打卡墙，墙上挂满可爱造

型的特色糕点，当中少不了恒香经典的皮蛋酥及色

彩缤纷的彩蛋，单是看到已足以令人垂涎三尺！ 粉

红色为主的装饰配上糖果粉蓝背景，犹如置身童趣

卡通世界，充满可爱感，快来拍拍照及齐齐放电！ 

 

 

 

 

 

 

昂坪 360 X 恒香寻蛋滋味 360主题打卡位 

日期： 2021年 4月 2日至 6月 14日 

时间： 上午 10时 30分至下午 5时 30分 

（逢周一、周四关闭，实际开放日期及时间，请参阅网站的公布为准 

地点： 昂坪市集圆形广场 

昂坪 360 X 恒香「恒香‧百年」展览馆 

日期： 2021年 4月 2日至 6月 14日 

时间： 上午 10时 30分至下午 5时 30分 

（逢周一、周四闭馆，实际开放日期时间，请参阅网站的公布为准）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信息中心侧 

详情： 凡购买任何昂坪 360 缆车门票，并于昂坪市集任何商店或食肆内作任何消费，即

可凭单据到 360旅游信息中心，换领恒香‧百年展览馆门票一张。 

 
复活节假期特别营运安排 

昂坪 360将于 2021年 4月 2日至 4月 30日实施特别营运安排，让宾客能舒适地体验「寻蛋滋味

360」主题活动（详情请参阅下表）。 

昂坪 360 复活节缆车营运安排 

日期： 4月 2日至 4月 30日 

时间： 4月 2日（星期五）至 4月 6日（星期二）：上午 9时至下午 6时 30分 

4月 7日（星期三）至 4月 30日（星期五）：上午 10时至下午 6时  



 

详情： 

1) 确保车厢内有足够空间及为宾客提供舒适的体验，每日总载客人数设上限，

宾客请预留足够时间等候。 不便之处，敬请体谅。 

2) 为减省宾客的排队购票轮候时间及有效地控制人流，公司鼓励宾客预先在网

上购票。 现场会设少量门票，供宾客即场购买，名额有限，售完即止。 如

遇售罄情况，昂坪 360官方网站会公布相关票务状况。 

3) 继续执行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清洁人员于每组宾客下车后立即以 1：99 漂

白水消毒清洁车厢、现场设体温监测、在缆车车厢及公共范围需佩戴口罩

等。 

 

关于昂坪 360 

昂坪 360 为香港重要的旅游景点，是一个位于大屿山并结合大自然景观和文化探索的旅游新体验。 

昂坪缆车的总长度为 5.7 公里，主要来往东涌和昂坪。 宾客抵达昂坪巿集后可参观具文化特色的

主题建筑群，同时可到访市集内提供的多项精彩餐饮、购物和娱乐设施。  

 
昂坪缆车是世界少数的双缆索循环缆车系统，也是亚洲最大型的架空双缆索缆车系统。 旅客可在

约 25 分钟的缆车旅程中欣赏北大屿郊野公园的自然生态、东涌湾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辽阔美景。 

 

昂坪缆车体验和大澳文化深度游的行程，连同天坛大佛及宝莲禅寺一并获 TripAdvisor 于 2018 年

「旅客之选 – 最佳旅游体验」选为「亚洲十大最佳旅游体验」第二名，同时亦是「世界廿五大最

佳旅游体验」之一，同年更获 TripAdvisor 颁发「2018卓越奖」。 昂坪 360又在 2017年获《今

日美国报》评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之一。 此外，公司又于 2015 年荣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络 （CNN） 誉为「世界十大最佳缆车旅程」之一。 2014年，昂坪 360 荣获香港运输物流学会颁

发「运输物流卓越大奖 2013 – 企业大奖」，也在同年跻身英国电讯报旅游网「世界十大惊喜缆车

之旅」的名单。 

 

新闻稿由 Above The Line公关推广公司代昂坪 360发放。 

如有查询，请联络： 

 

 

Ms. Joyce Ng 电话：3956 3704 / 6342 6385 电邮：joyceng@abovetheline.com.hk 

Mr. Tony Tse 电话：3954 5306 / 6106 7625 电邮：tonytse@abovethel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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