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小童之香港出生證明書正或副本，即可以港人限時懷舊價購買昂坪纜車來回門票(標準車

廂)乙張，優惠門票每人每天只限購買乙張並於當天使用。 

(圖片下載: https://cutt.ly/Uw0c2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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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布 

 

昂坪 360「童遊時光」  送出兩萬個扭蛋玩具 加碼送出 88 部任天堂遊戲機 

走進「玩具時光隧道」  尋回兒時小玩意 

巨型經典玩具打卡位逐個捉  「週末大笪地」傳統民間手藝表演 

重推開幕日港人$88  港人限時懷舊價 購買來回纜車門票 

 
 

（香港，2019 年 9 月 25 日） 跳飛機、「東南西北」、飛行棋等童年地道玩意陪伴幾代人成長，

可算是當年小朋友的最佳玩伴。今個秋日，昂坪 360 帶大家重溫兒時小玩意，一同到訪「童遊時

光」大型互動展覽。場內於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設置多個巨型經典玩具打卡位，包括 3 米高

巨型纜車扭蛋機、飛行棋、七彩扭計骰、趣怪陀螺及練習簿「東南西北」，大拍懷舊靚相，重遊

屬於你我的童年樂園；大家更可以與一眾好友再次體驗跳飛機的樂趣，回味兒時遊樂場的歡樂時

光！現場更設有「玩具時光隧道」，展出由香港資深玩具收藏家莊慶輝先生所提供、珍貴且歷史

悠久的五十至千禧年代玩具，重拾童心。活動期間，逢週六、日及公眾假期會舉行「週末大笪

地」，有幻彩泡藝表演及精彩專業的花式搖搖表演，大家更可以免費參與糖畫及中式吹糖等傳統

民間手藝玩意！昂坪 360 的「香港有愛紀念品店」更特選多款港式懷舊手信，以 8 折優惠價發售。

與此同時，香港居民於到訪當天在東涌纜車站票務處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即可以當年開幕日的

$88 限時懷舊價購買當天使用的昂坪纜車來回門票(標準車廂)乙張(見註)*。 

 

送出兩萬個扭蛋玩具 加推 88 部任天堂遊戲機 

每次扭蛋都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扭蛋機更是風靡大小朋友。昂坪

360 於市集圓形廣場特設逾 3 米高的巨型纜車扭蛋機，打卡之餘又可

以扭出迷你童趣玩具，纜車顧客只需要於個人社交媒體專頁上載「童

https://cutt.ly/Uw0c2ks


                                       

遊時光」佈置的照片，Hashtag #童遊時光和 #NP360，即可兌換扭蛋金幣，快來一試與別不同

的扭蛋機，體驗巨型扭蛋的嶄新樂趣。 

扭蛋機內不單止有多款特色復古玩具，還加碼放入限量 88 部 SWITCH 遊戲機、任天堂經典懷舊

紅白機及經典迷你超級任天堂主機，一眾機迷豈可錯過這個抽大獎的黃金機會？七八十年代是紅

白機的世界，到今日的任天堂 SWITCH，可謂是每個機迷愛不惜手的玩物，幸運兒將有機會抽出

日版「任天堂懷舊迷你版紅白機」（價值$470）、激罕版「經典迷你超級任天堂主機」（價值

$510）；重頭戲兼機界之皇「任天堂 SWITCH 主機 (香港版)」僅限量 10 部，快來挑戰巨型纜車

扭蛋機，喚醒同戰友「打爆機」的回憶！此外，機內其中 50 份扭蛋玩具是來自香港玩具收藏家

莊慶輝先生所開設的「幸福玩具店」，精心挑選舊齡年代的流行玩具，別出心裁。 

 
四大經典特色玩具 童年回憶活現眼前 

「童遊時光」又怎可沒有經典玩具助陣？小時候的玩具雖然簡簡單

單，但樂趣同樣多，一件小玩意就可以玩上大半天。昂坪 360 特意

精選四樣極具代表性的特色玩具，讓大家與兒時「玩伴」再次見面！

昂坪 360 圓形廣場將設置巨型拍照裝置包括飛行棋、七彩扭計骰及

趣怪陀螺，將昔日小遊戲活現眼前，在充滿復古與玩味兼重的佈景

下盡情打卡拍照！當大家走到昂坪市集菩提樹下，就會看到摺紙遊

戲「東南西北」，上面寫滿不同的小挑戰，浮現當年的調皮稚氣，

大家不妨一同摺一個「東南西北」打卡拍照！ 

 
復古跳飛機 回味童年樂趣 

「一齊跳飛機，一、二、三…到你！」鐘聲一響，同學仔都紛紛跑到

操場排隊玩跳飛機，但今次大家就要到昂坪 360 排隊！360 旅遊資訊

中心旁地上將會畫上跳飛機圖案，打造復古味十足的跳飛機遊戲，讓

大家重拾那份簡單童真味道。 

 

 

 
走進玩具時光隧道  展出多款珍貴富歷史價值的兒時流行玩具 

玩具除了供人玩樂，更是時代的見證者，每件舊玩具都有背後

故事。昂坪 360 特意聯同玩具收藏家及「幸福玩具店」店主莊

慶輝先生合作舉辦「玩具時光隧道」，展出多款經典五十至千

禧年代香港流行玩具，包括塑膠玩具、鐵皮車、煮飯仔套裝及

經典棋盤遊戲。即使是年代久遠的展品都保存良好，承載一代

又一代人的回憶，大家一同透過展覽認識香港在沒有電子玩具

時的舊玩具黃金期，一睹兒時玩具的獨特風采，寓學習於玩樂！ 

 

 

 

 

 

 

 

 

 

 

 

 



                                       

週末大笪地 集結精彩表演有得睇有得玩 

  
初秋復古風蔓延至周末！昂坪市集將化身成「週末大笪地」，一眾表演者、手作人將進駐昂坪

360，帶來精彩絕倫的表演，大家亦有機會參加傳統手藝工作坊，齊來學習懷舊手作！雲集多位

國際冠軍的 Let’s Yo 專業搖搖表演團隊將會帶來高難度「花式搖搖表演」，當中包括獨家自創雙

人招式，喜歡搖搖的粉絲切勿錯過！另外，於昂坪 360 首度演出的「幻彩泡藝表演」結合各類道

具，配合霧化及特別燈光效果，打造出漫天泡泡的夢幻場景。 

 
除了一系列的特色表演，大家亦可以參加傳統手作工藝工作

坊「糖畫工作坊」和「吹糖技藝表演」，是次市集邀請「糖

畫先生」高曉明及「糖姨」鍾彩雲女士參與，即場教授參加

者學習糖畫與「中式吹糖」民間傳統手藝，讓大家可以親手

製作有個人特色的糖畫、「糖公仔」，體驗手作樂趣。 

 

 

 

 

 

昂坪 360 香港有愛紀念品店期間限定優惠  8 折購買特選懷舊港式手信 

 

  
 
體驗兒時玩具之旅後，上到昂坪市集，當然不能錯過到附近的紀念品店一遊，為身邊摯友選尋

好物。為配合活動主題「童遊時光」，昂坪 360 香港有愛紀念品店於活動期間特別精多款港式

復古手信，以 8 折優惠價發售，包括六十年代紅極一時的鐵飛機模型、鐵皮機械人及七彩萬花

筒。多款香港本地特色明信片以驚喜價$15 讓大家盡情選購，例如香港涼茶牌、祝君好毛巾、

地道點心記錄咭、九因歌練習簿等，款款設計保留招牌的傳統古老味道。同樣優惠發售的香港

街景模型擺設，逼真呈現當年雪糕車的風貌，充滿老香港情懷，收納家中當收藏品也無妨。 

 



                                       

香港居民專屬優惠 推出港人限時懷舊價$88 來回纜車門票 

 

  
 

為配合是次懷舊玩具主題，昂坪 360 讓時光倒流至開幕時，推出$88 限時懷舊價！香港居民只

需於到訪當天在東涌纜車站票務處出示香港身分證正本，或持有合乎 11 歲或以下小童之香港

出生證明書正或副本，即可以 2006 年開幕價$88 購買成人來回纜車門票（標準車廂）乙張(見

註) *，合資格的小童和長者亦可享有「至抵價」購買來回纜車門票，快來昂坪 360 搭上纜車摩

天之旅，帶你遊歷探索香港山林美景！ 

  

 
*註: 出示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小童之香港出生證明書正或副本，即可以港人限時懷舊價購買昂坪纜車來回門票(標準車

廂)乙張，優惠門票每人每天只限購買乙張並於當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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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專屬優惠 

香港居民 門票 優惠價 

成人 一張成人昂坪纜車來回門票 (標準車廂) 港幣 88 元 

3 至 11 歲之小童 一張小童昂坪纜車來回門票 (標準車廂)  港幣 45 元 

65 歲或以上之長者 一張長者昂坪纜車來回門票 (標準車廂)  港幣 68 元 



                                       

附錄 1 

「童遊時光」活動詳情 

 

昂坪 360 「童遊時光」裝置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周末及公眾假期：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地點： 昂坪市集 

玩具時光隧道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時間： 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 

地點： 昂坪市集內的 360 旅遊資訊中心內 

週末大笪地 

花式搖搖表演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逢周六及重陽節） 

時間： 
第一節：中午 12 點至 12 點 15 分 

第二節：下午 2 點至 2 點 1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幻彩泡藝表演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逢周日及國慶） 

時間： 
第一節：中午 12 點至 12 點 15 分 

第二節：下午 2 點至 2 點 1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糖畫工作坊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逢周六及重陽節）（除 9 月 28 日） 

時間：  中午 12 時 45 分至下午 2 時 4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參加方法： 
免費參加 

請到 360 旅遊資訊中心預約 

吹糖技藝表演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9 月 28 日、逢周日及國慶） 

時間： 中午 12 時 45 分至下午 2 時 4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參加方法： 免費參加 

昂坪 360 香港有愛紀念品店期間限定優惠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24 號店 

内容： 
昂坪 360 香港有愛紀念品於活動期間特別精選多款港式懷舊手信，以 8 折優惠

價發售，包括鐵飛機模型、鐵皮機械人及七彩萬花筒。 

 

 

 

 

 

 

 



                                       

附錄 2 

玩具收藏家莊慶輝先生所精選的玩具簡介 

 

  
六十年代電動玩具－「鐵皮母雞生蛋」 

鐵皮母雞生蛋電動玩具在 60 年代推出，因母雞

生蛋於當年來說非常新奇有趣，很多小朋友都

試玩過，是無數 60 年代小朋友的印記。 

六十年代鐵皮玩具－「鐵皮雞吃米發條」 

鐵皮雞吃米發條玩具在 60 年代推出，是玩具收

藏家莊慶輝先生第一件買回來的兒時玩具。對

於可以買回兒時的心頭好，莊先生對此珍而重

之。 

  
七十年代玩具－「扭蛋機玩具」 

在七十年代，扭蛋機玩具率先在歐美市場上推

出，每粒扭蛋內裝滿糖果，深受小朋友愛戴。

因受到東南亞地區天氣影響，在東南亞市場推

出的版本均以小玩具代替糖果。 

七十年代塑膠玩具－「雙層巴士」 

塑膠雙層巴士在 70 年代推出，當年很多玩具店

亦有發售同款雙層巴士玩具，深受小朋友歡

迎，其發行時間亦很長，反映出當年雙層巴士

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