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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下載:
https://www.dropbox.com/sh/5737fpc56pg22iu/AABb-yrVjG3yzrUf3rSm6he1a?dl=0)
2018年到訪昂坪360的總賓客人數為183萬 每日平均到訪賓客人數創10年新高
纜車可靠度打破開業以來紀錄
港人於全年指定日子尊享實名制購票預約特快登車禮遇
公司將每年3月及6月定為港人感恩月 提供不同惠及港人之專屬優惠
(香港，2019 年 3 月 5 日) 榮獲 3 個「世界十大最佳纜車體驗」美譽的昂坪 360 一直致力為賓
客提供獨特旅遊體驗。於 2018 年的全年到訪賓客總數錄得 183 萬人，較 2017 年上升了 75.3%1，
而每日平均到訪賓客則比 2017 年上升約 5.9%至 5,385 人，創 10 年新高。當中來自歐美及亞洲
的賓客佔 58%；其次為中國大陸及澳門， 佔 27%；本地市民則佔 15%。 綜觀 2018 年的到訪
賓客數字，錄得最高升幅的地區，分別是泰國 (16%)及菲律賓 (11%)。
昂坪 360 不斷在項目和服務上推陳出新，致力成為大嶼山西的迎賓大門和旅客必到的旅遊目的
地。此外，我們亦致力維護纜車服務的穩定性及可靠度，2018 年平均可靠度更達至 99.93%的
歷史新高，相等於每日 8 小時的營運時間中，平均只有少於 1 分鐘的延誤。
昂坪360署理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表示：「過去一年，昂坪360創下了多項紀錄，每日平均到
訪賓客人數創10年新高，而纜車可靠度更打破開業以來紀錄。早於去年初，我們的銷售團隊已
多次到訪中山、珠海地區，跟當地旅行社介紹昂坪360的產品，並合作推出相應旅遊產品，故
在大橋通車後，國內賓客有明顯增長。此外，經過多年努力，我們與多家具規模的電子商貿平
台成為緊密的策略性合作伙伴，積極開拓不同銷售渠道。」
農曆新年到訪賓客人數上升了 12.1%

港人專享實名制購票禮遇將全年推行

今年農曆新年初一至初七期間，平均每日到訪賓客人數較去年上升了 12.1%。隨著港珠澳大橋
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相繼開通，拉近兩地距離，公司亦抓緊機遇，加強在大灣區及粵西城
市的市場宣傳，務求讓取道大橋來港的賓客選擇昂坪 360 為他們「落橋」抵港後的第一站。
此外，為方便港人到訪昂坪 360，於農曆新年初一至初七期間，昂坪 360 首度推出每天不少於
500 個名額的香港居民實名制購票預約特快登車禮遇。香港居民只需預先在昂坪 360 官方網站
選購指定門票或套票，便可尊享預約時間的特快登車服務。在農曆新年的試行期間，平均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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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半年進行了為期約 5 個月的纜索更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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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120 位港人享用了此禮遇。從到達東涌纜車站起，平均約需 20 分鐘便可完成取票及核對
程序，登上纜車，運作整體暢順。
鑑於香港居民實名制購票預約特快登車禮遇頗受香港人喜愛，由 4 月 1 日開始，我們會將此禮
遇擴展至所有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屆時，香港居民只需於出發前最少一天預先在昂坪 360
官方網站選購指定門票或套票，便可尊享此禮遇，每天不少於 500 個名額，先到先得。
每年 3 月及 6 月定為昂坪 360 港人感恩月
作為植根香港、面向世界的國際級旅遊景點，昂坪 360 不時推出回饋港人的優惠及措施。除了
香港居民於生日當天免費乘坐來回昂坪纜車標準車廂外，我們將每年 3 月及 6 月定為昂坪 360
的「港人感恩月」，每年在這兩個月份會推出不同惠及港人的優惠及措施。2019 年的 3 月及 6
月，港人只須於昂坪 360 售票處出示其香港身分證號碼分別有「3、6、0」其中兩個數字，便
可免費乘搭來回昂坪纜車標準車廂2，同行的最多 3 位朋友亦可享有 8 折購買車票優惠。
鑑於 3 月 6 至 26 日為已編定的保養維修日，故在此期間到訪的香港人，其香港身分證號碼分別
集齊「3、6、0」其中兩個數字，便可免費參加 360 大嶼山海陸導賞團3，同行的最多 3 位朋友
參團亦可享有 8 折優惠。(需於出發日期前最少兩天前於昂坪 360 官方網站訂購)
此外，香港身分證號碼分別集齊「3、6、0」三個數字的香港人，更可額外獲得價值港幣 20 元
的昂坪 360 禮品店現金券。
復活節推出香港情懷特色裝置及吉祥物萌遊 360
昂坪 360 致力成為必去的世界級旅遊景點，每逢節日均會呈獻以香港文化及戶外遊樂為主題之
活動，務求帶給賓客多姿多采的旅遊體驗。由 3 月 30 日至 4 月 28 日，昂坪市集將設置融合本
地文化及復活蛋為主題的戶外裝飾佈置，每日設有 3 場港式復活蛋吉祥物萌遊 360，以舞蹈與
賓客互動和拍照留念，賓客更可參加親子手繪復活蛋工作坊。(活動時間表請參看附件一)
致力豐富賓客旅遊體驗
潮流興打卡，昂坪 360 正計劃邀請網上紅人、新晉藝術家及展能藝術家攜手為昂坪市集設計及
打造多幅打卡牆，供賓客拍照留念，將昂坪市集打造成打卡熱點。賓客從登上纜車開始，便可
拍到不同風格及特色的照片，在纜車上可拍到北大嶼郊野公園的自然生態、東涌灣、港珠澳大
橋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遼闊美景，又可坐在水晶車廂的玻璃上自拍。來到昂坪市集，可在具文化
特色的主題建築群及天壇大佛前拍照留念，亦可到主題牆前打卡。由於昂坪 360 位於大自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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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免費及折扣名額共 1,000 人，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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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免費及折扣名額共 30 人，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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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季景致各有不同，賓客於不同時刻來到昂坪 360 都可欣賞不同景觀和拍照，務求令賓客
在整個昂坪 360 旅程中「機不離手」。
此外，我們明白賓客越趨喜愛能體驗當地文化特色的深度遊，故我們在昂坪市集及 360 假期舉
辦的導賞團加入多個地道體驗及手作坊項目。由 4 月開始，逢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出發的「360
大嶼山文化探索深度遊」除了參觀大澳棚屋外，將加入製作鹹蛋黃的環節。以往大澳漁業興旺，
漁民以鴨蛋白浸漁網，使漁網更堅固耐用，剩下的蛋黃就成了大澳特產鹹蛋黃的主要材料。此
工作坊可讓賓客體驗大澳傳統生活文化，由原居民親自教授，賓客可親手完成挑選鴨蛋、灑上
鹽等步驟，製作出屬於自己味道的鹹蛋黃。
由烏克蘭巧克力師主理的「香港巧克力藝術坊」剛於昂坪開幕，館內以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為靈
感，使用繽紛的色彩，以香港地道的菜市場、麻將玩耍、茶館、逛街等為主題，共使用 2,800
公斤的巧克力，由朱古力師親手製作出 388 件巧克力展品，展示於藝術坊的 8 個場景之中。此
外，賓客可參與不同的巧克力藝術品 DIY 工作坊，親手製作專屬的巧克力藝術品。賓客又可於
館內免費品嚐超過 10 種來自瑞士蘇黎世、世界首屈一指的巧克力原材料製作商 Barry
Callebaut 的原生巧克力，而尼古拉大師亦會即席作示範表演。(價目表請參看附件二)
逢星期六、日，昂坪市集更特設「360DIY 手作坊」，包括「藝術花茶手作坊」及「創意紙藝手
作坊」4，讓賓客動手創作傳統工藝。「藝術花茶手作坊」的茶藝導師於古色古香的茶室中悉心
講解花茶製作，教授如何細選每片茶葉，穿針引線，小心翼翼把烘乾的茶、花與茶葉連繫，為
花茶塑形。參加者可即場以熱水沖泡，讓花茶於水中慢慢盛開，悅目造型配上素雅清香，再加
上細意品嚐，絕對可以為賓客的視覺、嗅覺和味覺帶來大滿足。賓客亦可選擇參加「創意紙藝
手作坊」，製作獨一無二的立體纜車紙箱相架或紙造纜車吊飾，以記錄一整天個人專屬的昂坪
之旅。(價目表請參看附件三)
小小纜車工程師 STEAM 篇
昂坪 360 今年推出了全新 STEAM 課程，參與課程的本地及海外小學生將化身為小小工程師，
透過纜車旅程觀察纜車系統，並學習利用智慧工具 MAKEDO 發揮創意，設計及搭建纜車車廠
或纜塔。透過實踐訓練解難技巧，從中理解結構及滑輪的原理以確保纜車暢順運行。活動以小
組比賽形式進行，藉以增加學生的團隊溝通技巧及合作性。此課程在去年 12 月的「學與教博覽
2018」正式推出後深受小學歡迎，現時已報名的小學生超過 120 位。
致力回饋社會
作為香港的重要旅遊景點，昂坪 360 致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積極回饋社會，每年均透過360
愛分享大使義工隊服務社區。於本年初，公司舉辦了第二屆「蒙眼纜車心導挑戰賽」，得到近
1,000 人參與，並為香港小童群益會籌得港幣 428,000 元正，為該會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
康服務出一分力。於2018年，公司的義工隊人數為70人，佔公司員工人數約四分之一，在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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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紙藝手作坊」將於 2019 年下半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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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接近300小時的社會服務。
劉偉明補充：「過去數年，昂坪纜車奪得了多個『世界十大纜車』的美譽，今年我們將會迎接
第2,000萬名賓客。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維持高可靠度和穩定性的纜車旅程，並進一步加強
賓客的旅遊體驗，成為香港必到的旅遊景點。透過全年不同節日的慶祝活動及娛樂項目、將昂
坪市集打造成打卡熱門地、推出多項地道體驗及手作坊項目，以延長賓客在昂坪360的逗留時
間及為他們創造更多難忘回憶。」
關於昂坪 360
昂坪 360 為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是一個位於大嶼山並結合大自然景觀和文化探索的旅遊新體驗。昂坪纜 車的
總長度為 5.7 公里，主要來往東涌和昂坪。賓客抵達昂坪巿集後可參觀具文化特色的主題建築群，同 時可到訪市
集內提供的多項精彩餐飲、購物和娛樂設施，繼而體驗設於市集內的特色主題景點，包括「360VR 體驗館」
、
「360
動感影院」及「與佛同行」。
昂坪纜車是世界少數的雙纜索循環纜車系統，也是亞洲最大型的架空雙纜索纜車系統。旅客可在約 25 分鐘 的纜
車旅程中欣賞北大嶼郊野公園的自然生態、東涌灣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遼闊美景。
昂坪纜車體驗和大澳文化深度遊的行程，連同天壇大佛及寶蓮禪寺一併獲 TripAdvisor 於 2018 年「旅客之選 – 最
佳旅遊體驗」選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體驗」第二名，同時亦是「世界廿五大最佳旅遊體驗」之一，同年更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8 卓越獎」。昂坪 360 又在 2017 年獲《今日美國報》評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之一。此
外，公司又於 2015 年榮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 (CNN) 譽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旅程」之一。2014 年，昂坪 360
榮獲香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運輸物流卓越大獎 2013 – 企業大獎」，也在同年躋身英國電訊報旅遊網「世界十大
驚喜纜車之旅」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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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復活節慶祝活動時間表
日期:

2019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4 月 28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時間:

港式復活蛋萌遊 360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 12:30; 14:30: 16:00
表演後設有拍照時間與賓客合照留念

親子手繪復活蛋工作坊

星期一至五: 13: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3:00;

15:00

附件二: 「香港巧克力藝術坊」價目表

門票
門票 + 2D 工作坊
門票 + 3D 工作坊
門票 + 高級工作坊

成人
港幣 88 元
港幣 128 元
港幣 148 元
港幣 208 元

優惠
港幣 68 元
港幣 108 元
港幣 128 元
港幣 188 元

藝術花茶手作坊
成人: 港幣 315 元
小童: 港幣 190 元
成人: 港幣 390 元
小童: 港幣 270 元

創意紙藝手作坊
成人: 港幣 315 元
小童: 港幣 190 元
成人: 港幣 390 元
小童: 港幣 270 元

附件三: 「360DIY 手作坊」價目表

標準車廂來回纜車車票
連手作坊套票
水晶車廂來回纜車車票
連手作坊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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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 昂坪360署理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中)宣布公司將致力豐富賓客到訪昂坪360的旅遊體
驗，包括有全新的巧克力藝術品DIY手作坊、鹹蛋黃DIY手作坊、小小纜車工程師STEAM篇及復
活蛋吉祥物萌遊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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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昂坪360署理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宣布，港人只要香港身分證號碼有「3、6、0」其中兩個數字，
便可於今年3月及6月，免費乘搭來回昂坪纜車標準車廂，同行的最多3位朋友亦可享有8折購買車票優
惠。

7

3. 由 4 月開始，逢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出發的「360 大嶼山文化探索深度遊」，行程除了包括參觀大
澳棚屋外，將加入製作鹹蛋黃的環節。工作坊可讓賓客體驗大澳傳統生活文化，由原居民親自教授，製
作出屬於自己味道的鹹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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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巧克力藝術坊」剛於昂坪開幕，賓客可參與不同的巧克力藝術品DIY工作坊，親手製
作專屬的巧克力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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