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市場
相對成熟、開放，是餐飲
企業推廣品牌及提升形象
的首選地之一。

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勇

飲食業

香港是亞洲著名的美食之都，其蓬勃的餐飲服務業深受本
地市民和各地遊客的喜愛。2021年，香港有11間餐廳上榜

「亞洲50最佳餐廳」，並有69間入選米芝蓮星級餐廳，表現
卓越。

由餐點和雜貨配送、創新營運模式到數碼化合作，香港飲
食業正不斷顯示其靈活性和抗壓性，並持續創新和優化其
數碼生態系統。香港不僅為飲食行業的新加入者提供大量
的創業機會，同時也是企業向蓬勃發展的大灣區市場進軍
的戰略據點。

香港：亞洲美食之都

香港飲食業擁有以下多項優勢和發展機遇，實在不容 
錯過：

－ 種類繁多的餐廳和佳餚

－ 簡單稅制和低稅率

－ 亞洲領先的旅遊勝地

－ 物流運輸基礎設施完善，產品運送低成本高效率

－ 訓練有素、通曉多國語言的人才

行業現狀
餐館 2020年機構單位數量 2020年就業人數

整體餐飲的服務 16,499 202,680

中式餐館 4,323 77,846

非中式餐館 2,366 28,478

快餐店 1,428 40,762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1年3月《就業及空缺按季統計調查報告》

年度 餐飲業總收益（百萬港元） 按年增長（%）

2020 79,358 -29.4%

2019 112,469 -5.9%

2018 119,542 6.0%

2017 112,719 5.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21年2月《食肆的收入及購貨額按季統計調查報告》



各類營業執照
與食品有關的各類牌照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發出，申請一般需
時六至八周。

• 「普通食肆牌照」准許持牌人烹製及售賣任何種類的食物，
供顧客在食肆內食用。

• 「小食食肆牌照」只准持牌人烹製及售賣《小食食肆獲准烹製
及售賣的食物一覽表》內所載的其中一類食物，供顧客在食
肆內食用。就食物室（即廚房、食物配製室及碗碟洗滌室）
的最低限度面積而言，這類食肆的發牌條件不及普通食肆的
嚴格。

• 如經營的食物業涉及製造或配製食物，出售供人在食物業處
所以外的地方進食，需申領「食物製造廠牌照」。

• 任何食肆牌照的處所內售賣酒類以供在處所內飲用，必須先
申領酒牌。處理申請一般需時二至三個月。

有關詳情，歡迎聯繫： 
食物環境衛生署 
香港金鐘道66號金鐘政府合署44樓 
電話：（852） 2868 0000 
傳真：（852） 2869 0169 
電郵： enquiries@fehd.gov.hk 
fehd.gov.hk

部分在香港設有業務的外地餐飲集團

• 英皇麵包店（日本） 
• 麵包新語（新加坡） 
• Chateraise （日本） 
• 湊湊火鍋・茶憩（中國內地） 
• Emack & Bolio’s （美國） 
• 五兄弟（Five Guys）（美國） 
• 福南梅森 （Fortnum & Mason）（英國） 
• Fuel Espresso（紐西蘭） 
• Garrett Popcorn（美國） 
• 華御結 （日本） 
• 海底撈（中國內地） 
• 一蘭（日本） 
• Lady M（美國） 
• La Maison du Chocolat（法國） 
• Paul Lafayet （法國） 
• Pret A Manger（英國） 
• Shore（加拿大） 
• 爭鮮（台灣） 
• 壽司郎（日本） 
• 天天海南雞飯（新加坡 ) 
• UMA NOTA（巴西） 
• Venchi（意大利） 
• 和民（日本） 
• Wooloomooloo（澳洲） 
• 羲和雅苑（中國內地）

香港餐館舖位大約月租（以港元為單位，每平方英尺租金）

地區 商場舖（港元每平方英尺租金或營業額 12-15%) 街舖
中環 95 - 105元 130 - 240元

銅鑼灣 80 - 90元 150 - 270元

尖沙咀 70 - 80元 200 - 330元

旺角 70 - 80元 140 - 240元

九龍塘 65 - 75元 -

九龍東 60 - 70元 -

將軍澳 55 - 65元 -

太古 70 - 80元 -

紅磡 45 - 55元 -

新界 55 - 65元 -

沙田 75 - 85元 -

資料來源：仲量聯行（JLL） 2021年6月數據

餐飲業人員平均月薪（以港元為單位）

職位  經驗（年） 月薪
主廚 5+ 15,000 - 40,000元

經理 5+ 18,000 - 35,000元

廚師 0 - 5 11,000 - 25,000元

主管 3 - 5 14,000 - 22,000元

服務員 0 - 3 10,000 - 21,000元

洗碗工人 0 - 1 10,000 - 15,000元

資料來源：CTgoodjobs 2021年香港薪酬報告

飲食業

https://www.fehd.gov.hk/tc_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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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業

他續說：「同時，我們也會向香港優秀
的同行企業學習，深入研究本地飲食文
化特點，不斷優化餐廳的服務及食物質
量，更歡迎顧客給我們提出更多寶貴的
意見和建議。」

在保持服務質量方面，集團的另一特
色，是大力鼓勵門市員工充分發揮自己
的創意，更給予他們最大的自由度善用
門市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目前海底撈在香港聘用了共250名本地
員工，日後亦將根據客戶需求新增更多
分店，為本地市場提供更多更廣的就業
及發展機會。

張勇總結道：「投資推廣署在我們進入
香港市場、公司開設業務過程以及簽證

創立於1994年的海底撈歷經二十多年
的發展，已成長為國際知名的餐飲企
業。海底撈向來以服務至上及「性價比」
高見稱，店內除了有川劇變臉表演外，
顧客在等候入座時更可享用美甲等服
務。破格創新的服務及經營模式令海底
撈在內地及海外發展迅速。現時，集團
在亞洲、歐美及澳洲等地擁有逾400家
直營店，覆蓋超過100個城市。

2017年10月，海底撈於油麻地開設了
第一家香港分店。由於發展理想，銅鑼
灣分店亦於一年後開業，集團並有意根
據客戶需求在香港其他地點增設更多分
店。2018年9月，海底撈在香港交易
所掛牌上市，進一步象徵著集團對香港
市場的信心及肯定。

成功秘方
董事長張勇說：「香港作為美食之都，
市場相對成熟、開放，是餐飲企業推廣
品牌及提升形象的首選地之一。」

張勇表示，海底撈能在競爭激烈的香港
餐飲市場突圍而出，有賴多個成功因
素。除了保持集團一貫的優質服務水平
外，在入駐香港後，餐廳亦根據本地消
費者的口味及飲食習慣作出相應調整，
例如湯底麻辣程度，豐富海鮮和肉類的
種類及配料選擇等。

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海底撈國際（股票代號：6862）

於2018年9月26日在香港交易
所掛牌上市

	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及 
新加坡、日本、美國、韓國、
加拿大、澳洲等地均設有分店

 w haidilao.com

辦理等方面均給予了很大幫助。新來香
港設點的內地餐飲企業可以尋求一些專
業機構如投資推廣署的指導，將會令整
個開業過程更加順暢。」

歡迎來到 
世界美食之都
內地連鎖火鍋店海底撈在港
發展理想，視香港為推廣 
品牌首選地。

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市場相對 
成熟、開放，是餐飲企業推廣品牌 

及提升形象的首選地之一。

海底撈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勇

https://www.haidilao.com


飲食業

有關詳情  歡迎聯繫 
王麗  
旅遊及款待行業高級經理   
電話：（852） 3107 1037
傳真：（852） 3107 9007  
電郵：lwang@investhk.gov.hk 

investhk.gov.hk

本出版物包含的資訊僅供參考之用。雖然投資推廣署已力求資訊內容正確無誤，但本署對該等資料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
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擔任何責任。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有關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
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害），投資推廣署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義務或責任。你有責任自行評估此出版物的所有資料，並須加以核實，以及
在根據該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投資推廣署沒有對任何內容作出認可，也不表示投資推廣署推薦任何公司或供應商。

香港中環紅棉路8號東昌大廈24樓
電話：（852）3107 1000
電郵：enq@investhk.gov.hk 

© 2021年9月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投資推廣署是香港特區政府屬下部門，專責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本署致力協助海外及內地企業在香港開業和發展業務，
與客戶建立長遠的夥伴關係，在客戶來港發展的各個階段，免費提供專業支持服務。

相關行業機構

香港餐廳指南及熱門博客
人氣飲食網 網站
Asia Tatler Dining hk.asiatatler.com/dining

DiningCity diningcity.hk

肥美達人（FeedMe Guru） feedmeguru.com

Foodie afoodieworld.com

香港旅遊發展局（Hong Kong Tourism Board） discoverhongkong.com/ca/explore/dining.html

Lifestyle Asia lifestyleasia.com/hk/

開飯喇（Openrice） openrice.com/zh/hongkong

食物環境衛生署
香港金鐘道66號
金鐘政府合署44樓
電話：（852） 2868 0000
傳真：（852） 2869 0169
電郵：enquiries@fehd.gov.hk
fehd.gov.hk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觀塘勵業街46 號 
天輝工業大廈7樓 A室
電話：（852） 2523 6128
傳真：（852） 2523 2638
電郵：hkfort@netvigator.com
hkfort.org.hk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九龍灣宏通街2號
寶康中心2樓13-14室
電話：（852） 3464 0319
傳真：（852） 3171 1283
電郵：admin@hkcsm.com
hkcsm.com

香港食品飲料行業的大型活動
活動 網站
亞洲國際水果蔬菜展覽會（Asia Fruit Logistica） asiafruitlogistica.com

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餐飲設備、供應及科技展覽會（HOFEX） hofex.com

香港美食博覽（Hong Kong Food Expo） event.hktdc.com/fair/hkfoodexpo-en/HKTDC-Food-Expo/

香港冬日美食節（Hong Kong Food Festival） food-expo.com.hk/hong-kong-food-festival.html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Hong Kong Wine and Dine Festival） masterclasses.discoverhongkong.com/eng/

樂活博覽 （LOHAS Expo） lohasexpohk.com 

亞洲天然及有機產品博覽 (Natural & Organic Asia） naturalandorganicasia.com

香港餐飲展（Restaurant and Bar Hong Kong） rbhk-ga.com

亞洲素食展 （Vegetarian Food Asia） vegfood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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