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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日 2020 - 「全城護老」(2020.11.15)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 1979 年開始，為推動敬愛長者文化及促進公眾關懷長者需要，發動各安

老服務機構於每年十一月第三個星期日舉辦「老人節｣活動。至 1993 年，政府確認其重要性，

重新定名為「長者日｣，以宣傳長者對社會之貢獻，提倡積極晚年、老有所為等訊息。 

 

「長者日｣以金百合作象徵，寓意燦爛、豐盛、知足、感恩，代表長者仍可繼續積極參與，貢

獻社會，過著豐盛和多姿多采的晚年生活。 

 

2020 年「長者日」為 11 月 15 日(星期日)，以「全城護老」為主題，希望聯合政府部門、交通

營運商及景點營辦者，於「長者日」為長者提供特別優惠，向長者致意。今年，部份參與機

構亦首次提供優惠予長者的同行者，鼓勵與長者結伴出行，以促進建立長者友善社區，鼓勵

大家都擔當護老者的角色，關愛長者。 

 

2020 年的「長者日」公共交通、景點、博物館及游泳池優惠詳見下頁列表，長者出行時請做

好防疫措施，並留意各機構及政府部門因應疫情發展的最新安排。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透過以下方法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長者服務部聯絡。 

電話：麥少雲女士 2864 2968 或 胡雪婷女士 2876 2409  

電郵：eld@hkcss.org.hk 

 

  

mailto:eld@hkcs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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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長者日」公共交通、景點、博物館及游泳池優惠 

表示為有提供同行者優惠的機構 / 公司 

 

 

1. 公共交通優惠  

為鼓勵長者出行及感謝長者對社會的貢獻，以下公司 / 機構將於長者日(2020 年 11 月 15 日)

提供優惠，詳情如下： 

 

公共交通 優惠詳情 

九龍巴士 (一

九三三) 有限

公司 /  

龍運巴士有限

公司  

65 歲或以上長者於 11 月 15 日 (長者日) 上車時出示「長者咭」、香港身份證、

旅遊證件，或以長者八達通卡拍卡，均可免費乘搭所有九巴及龍運路線 (包

括機場路線)，當日該八達通卡所扣除的車資將設定為$0。乘客如欲查詢詳

情，請致電九巴顧客服務熱線 2745 4466 或龍運顧客服務熱線 2261 2791 (熱

線員服務時段為每日上午 7:00 - 晚上 11:00，熱線員服務時段過後，有留言

服務可供選擇)、使用 App1933 及九巴或龍運網站的即時對話功能 (每日上午

7:00 - 晚上 11:00)，或瀏覽九巴網頁 www.kmb.hk 或龍運網頁 www.lwb.hk。 

 

山頂纜車有限

公司 

 

凡出示長者咭或香港身份證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及其 1 名同行人士 (不限年

齡)，可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天免費乘搭山頂纜車 (單程)。 

 

為配合山頂纜車發展計劃，中環花園道的山頂纜車總站現已搬往較上位置的

臨時上落車月台，詳情請參閱山頂纜車網頁： 

https://www.thepeak.com.hk/zh-hant/getting-to-the-peak/guest-with-disabilities。 

此外，根據山頂纜車的工程計劃，於 2020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期間，山頂

纜車山頂總站的輪椅通道或受影響，乘客可致電山頂纜車客戶服務熱線查

詢：2522 0922。 

 

天星小輪有限

公司 

凡出示長者咭或香港身份證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及其 1 名同行人士，可於長

者日 (11 月 15 日) 當天免費乘搭灣仔來往尖沙咀及中環來往尖沙咀的渡輪

服務，無需使用八達通拍咭。 

 

 

 

 

 

 

 

http://www.lwb.hk/
https://www.thepeak.com.hk/zh-hant/getting-to-the-peak/guest-with-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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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優惠詳情 

珀麗灣客運 

(只適用於渡輪

服務) 

 

凡年滿 65 歲或以上之人士於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向碼頭職員出示社會福利

署發出的「長者咭」(備註：長者八達通並不適用)及其 1 名同行人士，可免

費乘搭由珀麗灣客運提供之中環及荃灣渡輪服務。 

 

注意事項： 

1. 渡輪航班客位數量有限，船票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2. 每艘渡輪只提供兩名輪椅使用者之設施。 

3. 乘客請留意各航線之班次安排。 

4. 如有需要，請向碼頭職員尋求協助。 

 

查詢有關班次及服務資料，可致電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顧客服務熱線：2946 

8888 (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 – 下午 1:00 及下午 2:20 – 5:50；星期六上午

9:00 – 下午 1:00，非辦公時間設有錄音服務) 或瀏覽珀麗灣客運有限公司

網頁：www.pitcl.com.hk。 

 

港九小輪控股

有限公司 

 

65 歲(即 1955 年 11 月 15 日或以前出生)或以上之人士只需出示長者咭或香港

身份證及其 1 名同行人士，便可於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長者日當天，免費

乘搭渡輪往來中環與坪洲、中環與榕樹灣及中環與索罟灣。 

 

由於適合輪椅使用者的設施只設於渡輪下層及每艘渡輪限載一至兩部輪

椅，有需要的長者可預先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致

電顧客服務熱線 2815 6063 安排。 

 

港鐵公司 港鐵公司將於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八達通持有人，提

供免費乘搭港鐵*、輕鐵及港鐵巴士優惠。長者八達通持有人於當天可如常

使用長者八達通入閘及出閘，其八達通將不會被扣除車費。 如有查詢可致

電港鐵熱綫：2881 8888 (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 下午 6:00；星期六上午 8:30 

-下午 1: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乘客在計劃行程前，可瀏覽港鐵網頁

http://www.mtr.com.hk 或手機應用程式 MTR Mobile，了解最新的車務安排。 

 

*優惠不適用於機場快綫、往來羅湖及落馬洲站的車程、城際客運服務及高

速鐵路。乘搭東鐵綫頭等，須支付頭等額外費。 

 

http://www.pitc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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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優惠詳情 

新大嶼山巴士

(一九七三)有

限公司 

年滿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只需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日出示長者咭或身份

證明文件及其 1 名同行人士，可免費乘搭巴士 (1R 線除外)，無需使用八達

通拍咭。有關路線查詢，請致電顧客服務熱線：2984 9848 (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時正)，或電郵至︰info@nlb.com.hk。 

新世界第一巴

士服務有限公

司 / 城巴有限

公司 

65 歲或以上長者可於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免費乘搭新巴及城巴所有巴士路

線 (城巴出租、僱員及旅遊觀光巴士服務除外)。長者只需向車長出示香港身

份證明文件或長者咭，便可免費乘車，無需在八達通機上拍咭。如有查詢，

可於服務時間內致電新巴顧客服務專線 2136 8888、城巴顧客服務專線 2873 

0818；瀏覽新巴網頁 www.nwfb.com.hk、城巴網頁 www.citybus.com.hk，或下

載新巴城巴手機應用程式。 

 

新世界第一渡

輪服務有限公

司 

凡年滿 65 歲或以上之人士於 11 月 15 日 (星期日) 出示「長者咭」，可免費

乘搭新渡輪下述的本地航線的普通渡輪普通客位*。 

 中環 – 長洲 

 中環 – 梅窩 

 橫水渡 (坪洲 – 梅窩 – 芝麻灣 – 長洲) 

 北角 – 紅磡 

 北角 – 九龍城 

 

(* 此免費優惠並不適用於高速船及普通渡輪豪華客位) 

1. 乘客在入閘前必須向碼頭職員出示「長者咭」 (備註 ：長者八達通並不

適用)。 

2. 各普通渡輪航班之普通客位數量有限，船票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3. 適合輪椅使用者之設施只設於各普通渡輪下層。 

4. 乘客請留意各航線普通渡輪的班次安排。 

5. 如有需要，請向碼頭職員尋求協助。 

6. 如有查詢，請致電新渡輪顧客服務電話專線：2131 8181  

(星期一至五：早上 9 時正至下午 12 時 55 分，下午 2 時 15 分至下午 5

時 / 星 期六：早上 9 時正至正午 12 時 / 非辦公時間設錄音服務)。 

7. 詳情可瀏覽新渡輪網頁：http://www.nwff.com.hk。 

8.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保留提供此優惠的最終決定權。 

 

 

 

 

http://www.nwfb.com.hk/
http://www.citybus.com.hk/
http://www.nwff.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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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優惠詳情 

香港電車有限

公司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乘客可於 11 月 15 日長者日 (星期日) 在下車時向車長出

示其「長者咭」或香港身份證，無需在八達通機上拍咭，便可免費乘搭電車。

該項優惠不適用於任何電車租賃服務或「電車全景遊」服務。 

 

綠色專線小巴 凡向小巴車長出示長者咭或香港身份證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及其 1 名同行人

士 (不限年齡)，可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天免費乘搭以下專線小巴，無

需在八達通機上拍咭。 

 

地區 路線編號 來往目的地 查詢熱線 

新界 15 坑口 <-> 康盛 2701 9901 

新界 15A 坑口 (北)  <-> 茵怡花園 2701 9901 

新界 15M 寶琳站  <->  康盛 2701 9901 

新界 16 寶林  <->  布袋澳 2701 9901 

新界 17 翠林  <->  藍田站 2701 9901 

新界  17M 寶琳站 <-> 翠林  2701 9901  

新界 108A 彩明公共運輸交匯處 <-> 坑口(北) 2880 9271 

新界 621 洪水橋(洪元路) <-> 天水圍(天壇街) 9840 7779 

新界 622 洪水橋(洪元路) <-> 朗屏站 【循環線】 9840 7779 

新界 623 元朗(鳳翔路) <-> 港頭村 9840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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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點優惠 

為鼓勵長者出行及感謝長者對社會的貢獻，以下公司 / 機構將於長者日(2020 年 11 月 15 日)

提供優惠，詳情如下： 

 

景點 優惠詳情 

昂坪 360 凡 65 歲或以上長者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在昂坪 360 纜車站售票處出

示有效之香港身份證或長者咭作年齡證明，均可以優惠價港幣 20 元正 

(原價港幣 155 元正) 購買即日來回纜車 (標準車廂) 車票。 

 

如欲查詢詳情，請瀏覽昂坪 360 網頁 https://www.np360.com.hk/tc/。 

 

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 

 

凡出示長者咭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可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日於蠟

像館正門售票處以港幣 100 元正 (原價港幣 245 元正) 購買即日門票，

隨行成人或小童 (最多 4 名) 可享半價優惠。 

香港摩天輪 

 

凡出示長者咭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可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日於香

港摩天輪售票處免費換領 1 張即日門票 (原價港幣 10 元正)，其 1 名成

年同行者可以以半價購買即日門票 (門票原價港幣 20 元正，半價後為

港幣 10 元正)。此優惠並不適用於 VIP 包廂。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

位將保留所有最終決定權。 

 

海洋公園 

 

 

持香港身份證明文件或長者咭的 65 歲或以上本港居民，在長者日 (11

月 15 日) 除可繼續享有恆常優惠免費進場以及無需提前於網上預約到

訪日期外，其中 1 位隨行人士當天可以於公園票務處以半價 (成人門

票原價港幣 498 元正，半價後為港幣 249 元正；小童 (3-11 歲) 門票原

價港幣 249 元正，半價後為港幣 125 元正) 購買即日入場門票並可豁免

網上預約進場。 

如欲查詢詳情，請瀏覽海洋公園網頁 https://www.oceanpark.com.hk/tc。 

 

香港挪亞方舟 

 

凡出示長者咭或身份證明文件之 65 歲或以上長者，可於長者日 (11 月

15 日) 當日於香港挪亞方舟正門票務處免費換領即日長者門票 (原價

港幣 158 元正)，其 1 名同行者可以以半價購買即日門票 (成人門票原

價港幣 198 元正，半價後為港幣 99 元正；小童 (3-11 歲) 門票原價港

幣 158 元正，半價後為港幣 79 元正)。如欲查詢詳情，請瀏覽香港諾亞

方舟網頁 https://www.noahsark.com.hk/tra/index.jsp 或致電 3411 8888 。 

 

  

https://www.np360.com.hk/tc/
https://www.oceanpark.com.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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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物館及文物中心優惠  

以下博物館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為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及其 1 位同行者提供下列入場優惠，

參觀者需留意各館的開放時間。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博物館及文物中心會限制

館內人數。如有需要，可致電相關場地查詢。 

 

博物館 優惠詳請 查詢電話 

香港科學館 
免費入場 

(所有展覽) 
2732 3232 

香港太空館 

免費入場  

(所有展覽) 

(天象廳現關閉進行翻新工程) 

2721 0226 

香港藝術館 
免費入場 

(所有展覽) 
2721 0116 

優惠期間免費入場安排： 

1.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及其 1 位同行者可於 11 月 15 日免費參觀以上博物館。 

2. 請在進場時向職員展示長者咭或身份證明文件。 

3. 請遵從博物館職員指示入場參觀，如有任何爭議，將以博物館之最後決定為準。 

 

以下博物館恆常免費開放，參觀者需留意各館的開放時間及休館日，如有需要，可致電相關

場地查詢。 

 

博物館 休館日 查詢電話 

香港 

油街實現 
逢星期一， 

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2512 3000 

香港電影資料館  

(電影院節目除外) 
逢星期二 2739 2139 

孫中山紀念館 逢星期四 2367 6373 

茶具文物館 逢星期二 2869 0690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逢星期二 2521 3008 

葛量洪號滅火輪展覽館 逢星期二 2367 7821 

羅屋民俗館 逢星期四 2896 7006 

九龍 

李鄭屋漢墓博物館 逢星期四 2386 2863 

香港文物探知館 逢星期四 2208 4400 

香港歷史博物館 逢星期二 2724 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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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休館日 查詢電話 

新界 

三棟屋博物館 逢星期二 2411 2001 

上窰民俗文物館 逢星期二 2792 6365 

屏山鄧族文物館暨文物徑訪客中心 逢星期一 2617 1959 

香港文化博物館 逢星期二 2180 8188 

香港鐵路博物館 逢星期二 2653 3455 

備註： 

1. 香港太空館天象廳於 2020 年 5 月 1 日起關閉進行翻新工程；香港海防博物館現正閉館。 

2. 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香港科學館及香港太空館的常設展覽免費開放予全日制學生。 

 

4. 游泳池優惠 

 

凡出示長者咭或身份證明文件之65歲或以上長者及其1名同行人士，可於長者日 (11月15日) 

當天免費享用下列游泳池設施。有關游泳池的開放時間，請瀏覽康文署網址：

http://www.lcsd.gov.hk。  

 

室內暖水游泳池  查詢電話 開放設施  

中山紀念公園游泳池 2540 6708 主池及訓練池 

堅尼地城游泳池  2817 7973 副池、訓練池、按摩池  

摩理臣山游泳池  2575 3028 主池及訓練池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2570 8347 主池及多用途池  

港島東游泳池  2151 4082 訓練池、嬉水池及戲水池  

小西灣游泳池  3427 3341 訓練池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2745 5234 副池  

九龍公園游泳池  2724 3577 主池、第一層訓練池及第二層訓練池  

大角咀游泳池  2393 1237 嬉水池及訓練池  

何文田游泳池  2715 0139 嬉水池  

斧山道游泳池  2350 6062 嬉水池及訓練池  

觀塘游泳池  2717 9022 主池及訓練池  

藍田游泳池  2205 6535 訓練池及習泳池  

東涌游泳池  2109 9107 主池  

屯門西北游泳池  2164 8355 訓練池、嬉水池及按摩池  

屏山天水圍游泳池  2856 2244 訓練池  

青衣西南游泳池  2715 4202 訓練池  

城門谷游泳池  2416 0522 主池 

顯田游泳池  2607 3423 主池及按摩池  

http://www.lc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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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暖水游泳池  查詢電話 開放設施  

荔枝角公園游泳池  2745 5234 主池  

深水埗公園游泳池 2360 2329 主池 

屯門游泳池  2404 1918 主池  

元朗游泳池  2475 0184 主池  

粉嶺游泳池  2675 6951 主池  

沙田賽馬會游泳池  2693 6613 主池  

將軍澳游泳池  2706 6767 主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