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 出示香港身份证正本或小童之香港出生证明书正或副本,即可以港人限时怀旧价购买昂坪缆车来回门票(标准车厢)

乙张,优惠门票每人每天只限购买乙张并于当天使用。 

(图片下载: https://cutt.ly/Uw0c2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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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童游时光」 送出两万个扭蛋玩具 加码送出 88 部任天堂游戏机  

走进「玩具时光隧道」 寻回儿时小玩意 

 巨型经典玩具打卡位逐个捉 「周末大笪地」传统民间手艺表演  

重推开幕日港人$88 港人限时怀旧价 购买来回缆车门票 

 

 
 

(香港,2019 年 9 月 25 日) 跳飞机、「东南西北」、飞行棋等童年地道玩意陪伴几代人成长,可算

是当年小朋友的最佳玩伴。 今个秋日,昂坪 360 带大家重温儿时小玩意,一同到访「童游时光」大

型互动展览。 场内于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设置多个巨型经典玩具打卡位,包括 3 米高巨型缆车

扭蛋机、飞行棋、七彩扭计骰、趣怪陀螺及练习簿「东南西北」,大拍怀旧靓相,重游属于你我的

童年乐园;大家更可以与一众好友再次体验跳飞机的乐趣, 回味儿时游乐场的欢乐时光!现场更设有

「玩具时光隧道」,展出由香港资深玩具收藏家庄庆辉先生所

提供、珍贵且历史悠久的五十至千禧年代玩具,重拾童心。 

活动期间,逢周六、日及公众假期会举行「周末大笪地」,有

幻彩泡艺表演及精彩专业的花式摇摇表演,大家更可以免费参

与糖画及中式吹糖等传统民间手艺玩意!昂坪 360 的「香港有

爱纪念品店」更特选多款港式怀旧手信,以 8 折优惠价发售。 

与此同时,香港居民于到访当天在东涌缆车站票务处出示香港

身份证正本,即可以当年开幕日的$88 限时怀旧价购买当天使

用的昂坪缆车来回门票(标准车厢)乙张(见注)*。 

 

https://cutt.ly/Uw0c2ks


                                       

送出两万个扭蛋玩具 加推 88 部任天堂游戏机 

每次扭蛋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扭蛋机更是风靡大小朋友。 昂坪 360 于市集圆形广场特设逾 3

米高的巨型缆车扭蛋机,打卡之余又可以扭出迷你童趣玩具,缆车顾客只需要于个人社交媒体专页

上载「童游时光」布置的照片,Hashtag #童游时光和 #NP360,即可兑换扭蛋金币, 快来一试与别

不同的扭蛋机,体验巨型扭蛋的崭新乐趣。 

 扭蛋机内不单止有多款特色复古玩具,还加码放入限量 88 部 SWITCH 游戏机、任天堂经典怀旧红

白机及经典迷你超级任天堂主机,一众机迷岂可错过这个抽大奖的黄金机会?七八十年代是红白机

的世界,到今日的任天堂 SWITCH, 可谓是每个机迷爱不惜手的玩物,幸运儿将有机会抽出日版「任

天堂怀旧迷你版红白机」(价值$470)、激罕版「经典迷你超级任天堂主机」(价值$510);重头戏兼

机界之皇「任天堂 SWITCH 主机 (香港版)」仅限量 10 部, 快来挑战巨型缆车扭蛋机,唤醒同战友

「打爆机」的回忆!此外,机内其中 50 份扭蛋玩具是来自香港玩具收藏家庄庆辉先生所开设的「幸

福玩具店」,精心挑选旧龄年代的流行玩具,别出心裁。 

 
四大经典特色玩具 童年回忆活现眼前 

「童游时光」又怎可没有经典玩具助阵?小时候的玩具虽然简简单单,

但乐趣同样多,一件小玩意就可以玩上大半天。 昂坪 360 特意精选四

样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玩具,让大家与儿时「玩伴」再次见面!昂坪 360

圆形广场将设置巨型拍照装置包括飞行棋、七彩扭计骰及趣怪陀螺,

将昔日小游戏活现眼前,在充满复古与玩味兼重的布景下尽情打卡拍

照! 当大家走到昂坪市集菩提树下,就会看到折纸游戏「东南西北」,

上面写满不同的小挑战,浮现当年的调皮稚气,大家不妨一同折一个

「东南西北」打卡拍照! 

 
复古跳飞机 回味童年乐趣 

「一齐跳飞机,一、二、三... 到你!」 钟声一响,同学仔都纷纷跑到操

场排队玩跳飞机,但今次大家就要到昂坪 360 排队!360 旅游信息中心

旁地上将会画上跳飞机图案,打造复古味十足的跳飞机游戏,让大家重

拾那份简单童真味道。 

 

 
走进玩具时光隧道 展出多款珍贵富历史价值的儿时流行玩具 

玩具除了供人玩乐,更是时代的见证者,每件旧玩具都有背后故

事。 昂坪 360 特意联同玩具收藏家及「幸福玩具店」店主庄

庆辉先生合作举办「玩具时光隧道」,展出多款经典五十至千禧

年代香港流行玩具,包括塑料玩具、铁皮车、煮饭仔套装及经典

棋盘游戏。 即使是年代久远的展品都保存良好,承载一代又一

代人的回忆,大家一同透过展览认识香港在没有电子玩具时的旧

玩具黄金期,一睹儿时玩具的独特风采,寓学习于玩乐！ 

 

 

 

 

 

 

 

 

 



                                       

周末大笪地 集结精彩表演有得睇有得玩 

  
初秋复古风蔓延至周末!昂坪市集将化身成「周末大笪地」,一众表演者、手作人将进驻昂坪 360,

带来精彩绝伦的表演,大家亦有机会参加传统手艺工作坊,齐来学习怀旧手作!云集多位国际冠军的

Let’s Yo 专业摇摇表演团队将会带来高难度「花式摇摇表演」,当中包括独家自创双人招式,喜欢摇

摇的粉丝切勿错过!另外,于昂坪 360 首度演出的「幻彩泡艺表演」结合各类道具,配合雾化及特别

灯光效果,打造出漫天泡泡的梦幻场景。 

 

除了一系列的特色表演,大家亦可以参加传统手作工艺工作坊

「糖画工作坊」和「吹糖技艺表演」,是次市集邀请「糖画先

生」高晓明及「糖姨」钟彩云女士参与,即场教授参加者学习

糖画与「中式吹糖」民间传统手艺, 让大家可以亲手制作有个

人特色的糖画、「糖公仔」,体验手作乐趣。 

 

 

 

 

 

昂坪 360 香港有爱纪念品店期间限定优惠  8 折购买特选怀旧港式手信 

 

  
 

体验儿时玩具之旅后,上到昂坪市集,当然不能错过到附近的纪念品店一游,为身边挚友选寻好物。 

为配合活动主题「童游时光」,昂坪 360 香港有爱纪念品店于活动期间特别精多款港式复古手信,

以 8 折优惠价发售,包括六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铁飞机模型、铁皮机械人及七彩万花筒。 多款香

港本地特色明信片以惊喜价$15 让大家尽情选购,例如香港凉茶牌、祝君好毛巾、地道点心记录

咭、九因歌练习簿等,款款设计保留招牌的传统古老味道。 同样优惠发售的香港街景模型摆设,

逼真呈现当年雪糕车的风貌,充满老香港情怀,收纳家中当收藏品也无妨。 

 



                                       

香港居民专属优惠 推出港人限时怀旧价$88 来回缆车门票 

 

  
 

为配合是次怀旧玩具主题,昂坪 360 让时光倒流至开幕时,推出$88 限时怀旧价!香港居民只需于到

访当天在东涌缆车站票务处出示香港身分证正本,或持有合乎 11 岁或以下小童之香港出生证明书

正或副本,即可以 2006 年开幕价$ 88 购买成人来回缆车门票(标准车厢)乙张(见注) *,合资格的小

童和长者亦可享有「至抵价」购买来回缆车门票,快来昂坪 360 搭上缆车摩天之旅,带你游历探索

香港山林美景! 

  

 
*注: 出示香港身份证正本或小童之香港出生证明书正或副本,即可以港人限时怀旧价购买昂坪缆车来回门票(标准车

厢)乙张,优惠门票每人每天只限购买乙张并于当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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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居民专属优惠 

香港居民 门票 优惠价 

成人 一张成人昂坪缆车来回门票 (标准车厢) 港幣 88 元 

3 至 11 岁之小童 一张小童昂坪缆车来回门票 (标准车厢) 港幣 45 元 

65 岁或以上之长者 一张长者昂坪缆车来回门票 (标准车厢) 港幣 68 元 



                                       

附录 1 

「童游时光」活动详情 

 

昂坪 360 「童游时光」装置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时间：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周末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地点： 昂坪市集 

玩具时光隧道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时间： 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地点： 昂坪市集內的 360 旅游信息中心内 

週末大笪地 

花式摇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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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第一節：中午 12 时至 12 时 15 分 

第二節：下午 2 时至 2 时 15 分 

地点： 昂坪市集涼亭 

幻彩泡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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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第一節：中午 12 时至 12 时 15 分 

第二節：下午 2 點至 2 點 15 分 

地点： 昂坪市集涼亭 

糖画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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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中午 12 时 45 分至下午 2 时 45 分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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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糖技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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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中午 12 时 45 分至下午 2 时 45 分 

地點： 昂坪市集涼亭 

參加方法： 免费参加 

昂坪 360 香港有爱纪念品店期间限定优惠 

日期： 2019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10 日 

地点： 昂坪市集 24 号店 

内容： 
昂坪 360 香港有爱纪念品于活动期间特别精选多款港式怀旧手信,以 8 折优惠价

发售,包括铁飞机模型、铁皮机械人及七彩万花筒。 

 

 

 

 

 

 



                                       

附录 2 

玩具收藏家庄庆辉先生所精选的玩具简介 

 

  
六十年代电动玩具-「铁皮母鸡生蛋」 

铁皮母鸡生蛋电动玩具在 60 年代推出,因母鸡

生蛋于当年来说非常新奇有趣,很多小朋友都试

玩过,是无数 60 年代小朋友的印记。 

六十年代铁皮玩具-「铁皮鸡吃米发条」 

铁皮鸡吃米发条玩具在 60 年代推出,是玩具收

藏家庄庆辉先生第一件买回来的儿时玩具。 对

于可以买回儿时的心头好,庄先生对此珍而重

之。 

  
七十年代玩具-「扭蛋机玩具」 

在七十年代,扭蛋机玩具率先在欧美市场上推出,

每粒扭蛋内装满糖果,深受小朋友爱戴。 因受到

东南亚地区天气影响,在东南亚市场推出的版本

均以小玩具代替糖果。 

七十年代塑料玩具-「双层巴士」 

塑料双层巴士在 70 年代推出,当年很多玩具店

亦有发售同款双层巴士玩具,深受小朋友欢迎,其

发行时间亦很长,反映出当年双层巴士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