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图片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sh/7n4t41y0y2mcebp/AADim6G96FhqLwbJi

ZCa6Dgta?dl=0) 

 

CA13/2019  
传媒通告 

 

昂坪 360 与天际 100 携手呈献全方位假日休闲新体验 

 68 折优惠 让港人与旅客尽享「一张套票,两日娱乐」 

 多角度玩尽 2 个景点 饱览香港日夜、城郊最美景致 

 

 

(香港，实时发布) 昂坪 360 与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天际 100) 一直为港人及海

外旅客呈献香港最美景致及提供不同娱乐, 致力推广本港旅游业。 为满足宾客

不同需求,昂坪 360 与天际 100 于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期间,连手推出

全新套票「昂坪 360.天际 100 日夜赏」, 以低至 68 折 (成人优惠价为港币

$285), 让宾客以「一张套票, 两日娱乐」玩尽香港两大景点。 

 
港人假日好去处 

港人平日生活忙碌,于假期都会四出找寻不同好去处,与挚爱及亲友共渡假日时光。 

是次全新推出的套票让宾客于 7 日套票期限内弹性安排行程,轻轻松松「慢」游

2 个打卡胜地,昂坪 360 及天际 100 更特别设计了 3 款建议行程,以满足宾客多

方面、动与静的兴趣。 

 
打卡影相之选 

宾客于下午 2 时半后可先到昂坪 360 东涌缆车站乘昂坪缆车前往昂坪市集,在日

落前乘缆车返回东涌市区,沿途捕捉黄昏日落时段天色幻化的 Magic hour 魔幻

时刻及黄昏日落的醉人美景。畅游昂坪 360 后再到访天际 100,于下午 6 时后登

上位于全港最高大厦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的天际 100,在 393 米高空,以独特的

高角度拍下有「百万夜景」之称的维港景色及九龙半岛万家灯火的璀璨景致。 

 
慢活文化之旅 

宾客可分 2 日畅游昂坪 360 及天际 100,首先可到昂坪市集享受港式地道小食 

(如鸡蛋仔)及叹港式下午茶,再参观宝莲寺、天坛大佛及欣赏古色建筑,更可前往

大澳体验渔村文化。于 7 日内再自选日子前往天际 100,一边欣赏 360 度的香港

https://www.dropbox.com/sh/7n4t41y0y2mcebp/AADim6G96FhqLwbJiZCa6Dgta?dl=0
https://www.dropbox.com/sh/7n4t41y0y2mcebp/AADim6G96FhqLwbJiZCa6Dgta?d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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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线,一边在 28 米的巨型互动故事墙逐一细味 100 个有趣的香港故事,了解香

港地道文化,更可黄昏时份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把酒

欣赏日落醉人的美景,待华灯初上,在高空拍下唯美的香港夜景。 

挚爱浪漫行程 

情侣可搭乘昂坪缆车于昂坪市集的「祝福鼓」与「菩提许愿树」等打卡热点影

靓相及购买手信送赠挚爱,然后于天际 100 手拖手欣赏每晚 7 时开始的「爱在天

际」光影汇演,再到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品尝美味的甜

品,为一日浪漫的旅程画上完美的句号。 

 
旅客香港城郊一日游 

近年大众对旅游有新定义,旅客不单纯在于购物及玩乐,反而越趋深入探索旅游城

市的不同面貌,如欣赏大自然之美、发掘地道有趣的事物等等。 是次套票可让旅

客同时感受香港大自然及活力都市一面。 旅客可搭乘昂坪缆车往来昂坪巿集,在

约 25 分钟的缆车旅程中饱览北大屿郊野公园独有自然生态、东涌湾、香港国

际机场及港珠澳大桥等五星级辽阔景观及醉人日落景致,轻松感受香港自然山水,

寻找郊外的宁谧。晚上可登上位于全港最高大厦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的天际

100,置身城市之巅举目远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繁华,鸟瞰全港四方八面不同的

维港夜景,把香港岛、九龙及新界 360 度迷人景色尽收眼底。 旅客更可于 28 米

的巨型互动故事墙细味 100 个有趣的香港故事,及欣赏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图案为

设计主题的「爱在天际」光影汇演,光影与窗外的维港景致互相晖映,令迷人的维

港夜景更璀璨。 

 

低至 68 折的优惠价格 

「昂坪 360.天际 100 日夜赏」套票售价为港币 285 元(成人)及港币 158 元(3 岁

或至 11 岁小童),比分别以正价购买两张门票折省高达 32% 。 套票将即日起于

昂坪 360 官方网站、昂坪 360 东涌缆车站售票处、天际 100 官方网站及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同步发售。 

 
期间限定有奖问答游戏 

此外,昂坪 360 将由即日起至 5 月 26 日举办 Facebook 有奖游戏,大家只要于

昂坪 360 Facebook 专页回答简单问题,即有机会赢取「昂坪 360.天际 100 日

夜赏」套票两张 (名额 10 个), 让你与挚爱亲朋好友一同观赏昂坪 360 及天际

100 的迷人日夜、城郊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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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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体验设于市集内

的特色主题景点,包括 「360VR 体验馆」、「360 动感影院」及「与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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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由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兴建的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位于全港最高的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

观景台离海拔 393 米高,是全港唯一能 360 度鸟瞰全港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观及维港景色的室内

观景台,亦是香港必游地标。 连接主要交通网络,邻近西九龙高铁总站及国际级购物商 场,是旅客

访港必到的第一站。 其更拥有全港最快双层电梯,只需 60 秒直达 100 楼。 观景台设 有多项多

媒体设施展示香港的文化特色:「天际 100『港』故事」一面长达 28 米的巨型互动故事墙,透过

文字、影片及各种展品道出 100 个有趣的香港故事。 「爱在天际」光影汇演与窗外的维港景致

互相晖映,令迷人的维港夜景更璀璨。 天际 100 手机应用程序配合「天际动感虚拟 体验区」让

访客透过 VR 及 AR 技术多角度探索香港的不同面貌。 位于观景台西面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坐拥广阔海景并供应一系列精致轻食,为访客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

享受。 无论不同季节及时分,访客与至爱亲朋都可拥有一个难忘的高空天际之旅。 

 

天际 100 以摄人的景致及优秀的服务质素,除了获著名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由 2014 年起连续 

5 年颁发「卓越奖」外,亦获 CNN 评为「香港 17 个美丽的地方」之一。 天际 100 亦是香港游

乐园及景点协会的八大创会成员之一,亦是国际组织 World Federation of Great Towers 在香

港的唯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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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开放时间﹕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地点﹕香港大屿山东涌达东路 11 号 

查询电话﹕3666 0606（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网站﹕www.np360.com.hk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开放时间﹕星期日至四-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 

                （最后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  

                  星期五及六-上午 10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 

                （最后进场时间为晚上 10 时）  

地点﹕香港九龙站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查询电话﹕2613 3888（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网站﹕www.sky100.com.hk 

 

以上套票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昂坪 360 及天际 100 官方网站。  

昂坪 360 及天际 100 的开放时间或会不时更改，建议亲临前浏览昂坪 360 及天

际 100 官方网站查看有关细则及开放时间。 

 

 

附件﹕「昂坪 360．天际 100 日夜赏」套票详情 

推广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 

购票途径﹕ 昂坪 360 官方网站、昂坪 360 东涌缆车站售票处、天际 100 官方  

                      网站及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 

票价﹕  HK$285 （成人） 

                      HK$158 （3-11 岁之小童） 

套票内容﹕ 昂坪 360 来回缆车门票（标准车厢）及天际 100 标准门票各 1 张    

                    （有效期为使用套票日起计 7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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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1. 昂坪 360 日落时段的 Magic hour 魔幻时刻及黄昏日落的醉人美景 

   
 

2. 天际 100 拥「百万夜景｣ 之称的维港景色及九龙半岛万家灯火的璀璨景致

  
 

3. 昂坪市集的港式地道小食及毗邻天坛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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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验大澳渔村文化 

 
 

5. 天际 100 的 28 米巨型互动故事牆，细味有趣的香港故事 

 
 

6. 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把酒欣赏日落醉人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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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于天际 100 高空拍下的唯美香港夜景 

 
 

8. 昂坪市集的「祝福鼓」与「菩提许愿树」打卡热点及地道手信 

  
 

9. 于天际 100 欣赏「爱在天际」光影汇演 

  
 

10. 于昂坪 360 及天际 100 饱览香港日夜、城郊最美景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