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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伙拍 FILA 打造全港首个户外运动节「360 FILA Sports Fest」  

两大掌舵人创新思维策略 本地绿色游+运动+服饰概念发放正能量。 

昂坪 360 董事总经理刘伟明先生 （中） 跟 FILA 香港、澳门及新加坡总经理廖宝贤先生 （左 2） 

期望以各自品牌的优势创双赢局面。 

（香港，2020 年 9 月 24 日）疫情由年初发展至今，对香港旅游业和服装零售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

击，要在疫境下继续营运及发展，得靠创意变阵。 昂坪 360 和 FILA 两大品牌首次跨界别携手合作

推出「运动打卡游」，融合本地绿色旅游、户外运动和潮流服饰概念，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打造全港首个「360 FILA Sports Fest」户外运动节。 项目包括：破天荒优惠限定套票「360 

FILA Pass」、「糖果色系打卡运动会」主题装置、FILA 全球代言人「BTS 主题缆车车厢」、全港首

个「FILA 网球主题打卡馆」和「互动运动挑战」有奖游戏，送出 3 万份总值超过港币$500 万的限



 

量 NP360· FILA 礼品。 两大品牌均期望以各自的优势创双赢局面，齐齐为本地年轻情侣、闺密友

好和亲子家庭顾客群带来崭新体验，并鼓励市民走到户外多运动舒展筋骨，强健身心灵。 

 

两大掌舵人疫境下携手推「户外运动打卡游」创双赢 齐吸本地客 

 

反复的疫情令缆车两度煞停，旅游业复苏之期仍未明朗，本港重要旅游景点之一的昂坪 360 亦面临

严峻考验，昂坪 360 董事总经理刘伟明先生 （Andy） 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致力部署面对客户

群结构性转变的策略，针对港人旅游模式的改变，强化本地市场的份额，更首次跨界别伙拍国际知

名服装服装品牌合作推广，迎合社交网站打卡热潮， 结合本地绿色旅游和户外运动，务求吸纳本

地年青客和家庭客，带给港人崭新旅游体验。 

 

刘伟明先生表示：「昂坪 360 破天荒和运动服装品牌合作，选择了国际运动品牌 FILA 为合作对象，

希望藉着其年轻活力形象和深受年轻客户群追捧的优势，为昂坪 360 品牌注入新活力。 活动以 FILA

标志性糖果色系装置和户外运动作主题，分别呈现于主题缆车车厢、昂坪市集内的场景布置和互动

游戏，延伸性甚广，为山系旅游的旅游热点增添青春色彩和互动性，同时鼓励市民多做运动，走进

大自然，真正体验昂坪 360 的户外乐趣。 

 

「在疫情的影响下，昂坪缆车今年内曾先后两次暂停服务，并于刚过去 9 月中全面复运。 期望在

疫情缓和下，配合今次与 FILA 跨界别的崭新合作推广模式，带动第四季的载客量，并预料本地宾

客人数能较 5 月全面复运时有双位数上升。 由于入境旅游仍未解封，相信短期内本地市场仍占据

主要市场份额。 公司期望未来能继续与业界互相扶持，重振香港经济及旅游业发展。 」 

 

FILA 首次宣传到室外 疫情下巩固实体店和积极拓展网店。 

多年来走高端路线的意大利时尚运动品牌 FILA 近年开始塑造年轻化的形象，FILA 香港、澳门及新

加坡总经理廖宝贤先生认为，疫情期间市民较喜欢到户外活动，运动服饰市场需求相应增加。 但

深明随着运动品牌趋向时尚，与时装品牌的界线逐渐变得愈来愈模糊，竞争将会相当激烈，因此，

品牌正需要更多创新点子。 FILA 早前更邀请韩国超人气男团 BTS 作为全球代言人，推出糖果粉色

潮服和童装等更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廖宝贤先生表示：「于疫情下，顾客整体消费模式慢慢改变，由亲身到实体店转移至线上购物。 FILA

更把握时机，于巩固实体店销售的同时，积极拓展网店，并于早前正式推出 FILA 香港官方网上旗

舰店，扩阔销售渠道，迎接市场机遇。 」 

 

「昂坪 360 是香港重要的旅游景点，亦一直推动绿色旅游，是港人热门的户外消闲好去处，故我们

近年首次与本地旅游景点合作，便选择了与昂坪 360 合办这次大型的推广活动，期望吸引喜欢到户

外行山和运动的港人和家庭体验产品，进一步提升 FILA 于线上及线下的市场占有率。 预料在疫情

放缓下，市民可逐步回复正常生活，并受新设网店的销售刺激带动下，我们期望第四季营业额将显

著复苏，于逆市创出光明。  」  有关「360 FILA Sports Fest」的活动详情，可浏览网站 

www.np360.com.hk 查询。



 

 

附录：「360 FILA Sports Fest」简介。 

「360 FILA Sports Fest」 

日期：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5 日  

时间：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10 月 1 至 4 日之开放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地点：大屿山昂平路 111 号昂坪市集。 

 

昂坪 360 和 FILA 两大品牌首次跨界别携手合作，融合本地绿色旅游、户外运动和潮流服饰概

念，打造全港首个「360 FILA Sports Fest」户外运动节。 多个打卡位包括：「糖果色系打卡

运动会」主题运动场景装置、FILA 全球代言人「BTS 主题缆车车厢」及全港首个「FILA 网球

主题打卡馆」，馆内设 FILA 全球代言人 BTS 主题打卡位。 大会更设三大「互动运动挑战」

有奖游戏，送出 3 万份总值超过港币$500 万的限量 NP360· FILA 礼品。  

 

 活动主题标签： #NP360 #FILAHK #360FILASports。 

 

  

 

 

 

「糖果色系打卡运动会」 

地点：昂坪市集圆形广场。 

 

四大梦幻色系运动场景装置，包括：「红粉网球场」、「极速橙

篮板」、「反转芥末黄滑板场」和「薄荷绿运动攀登墙」，超级

IGable。 在明年东京体育盛事新增的滑板和运动攀登项目场景

前打卡热身，抢 fo 零难度。 



 

 

 

「巨型保龄球赛」

 

「考反应剑击赛」

 

「极速单车队」 

 

三大"互动运动挑战" 

 

宾客凭昂坪缆车门票及于昂坪市集商户单一消费满港币$100，即

可换领「互动运动挑战」游戏卡乙张。 此外，360 FILA Pass.持

卡人亦可凭游戏卡玩尽三大互动有奖游戏，挑战金牌印章。   

 

宾客于挑战中获得 1 个金牌印章，并把于场内任何主题装置拍摄

的照片上载至个人社交网站并标志活动主题标签#NP360、

#FILAHK 及#360FILASports，即可免费获赠限量版 NP360.FILA

文件套;若获得 2 个金牌印章，更可参加「NP360. FILA 梦幻大抽

奖」，有机会赢取限量 NP360.FILA 礼品。 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

号码： 053687。 

 

「巨型保龄球赛」 

以超巨型保龄球推倒不同积分的保龄樽  

游戏地点：昂坪市集凉亭。 

 

「考反应剑击赛」 

以剑击佩剑击中电子剑击靶上随机亮起的圆点，考你动作反应。 

游戏地点：昂坪市集 360 旅游信息中心。 

 

「极速单车队」 

比赛枪声一响就要拼命踩动脚踏，目标时速 360 公里，亮起 "3"、

"6"及"0"之闪灯为之胜出。  

游戏地点：昂坪市集菩提广场。 

 

「FILA 网球主题打卡馆」全港首度登场 

地点：昂坪市集 19 号铺 

期间限定打卡馆色调超浪漫，馆内特设 FILA 全球代言人 BTS 主

题打卡位，包括：「 FILA 心心墙和网球车」、「韩风梦幻看台」和

「雾紫教练席」。 「互动运动挑战」游戏卡持卡人独家专享进场

体验，「偶像们」早已准备就绪，在看台上摆好甫士，随时陪你梦

幻 selfie 放闪兼打气。 



 

 

 

全港独家 FILA 全球代言人"BTS 主题缆车车厢" 

推广期间每日特设 6-8 个 FILA 全球代言人 BTS 主题缆车车厢，只

需凭 360 FILA Pass，即可免费乘坐。 在偶像打卡位前一面自拍，

一面欣赏沿途风光。   

 

注： 需每日即场预约，每日名额约 300 人，先到先得，额满即

止。 

 

 

 

 

 

「360 FILA Pass」限定套票 官网预订价$348。 

推广期间，宾客于最少到访前一天透过昂坪 360 官网预订「360 

FILA Pass」，专享优惠价$348 （原价$388）。  

 

 「360 FILA Pass」套票包括总值高达港币$1，800 的服务和产

品： -昂坪 360 来回缆车门票（标准车厢）2 程*  

- FILA 港币$100 购物优惠券 5 张#  

- NP360.FILA 礼品 1 套 （粉红或粉蓝）  

- 360 FILA Sports Fest「互动运动挑战」游戏卡 2 张  

- 于 2020 年 11月 15日或以前更可独家尊享乘坐 FILA全球代言

人 BTS 主题缆车车厢。^ 

 

*只限同一持卡人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 月 24 日期间乘搭。 

#FILA购物优惠券不适用于袜子、帽子及指定货品，一件产品可使用一张

优惠券。 

^需每日即场预约，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港人来回缆车门票八折优惠。 

香港居民于昂坪360东涌缆车站售票处、昂坪缆车站售票处或昂

坪360官方网站购买任何来回缆车门票，即可享有8折优惠。  

 

推广日期：即日至2020年11月15日。 
 

活动推广详情请参阅场内条款及细则。 

 

请在链接下载活动高清图片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mmWA9WdTOdsaA0ZcMAXgOX8i8d27l3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KmmWA9WdTOdsaA0ZcMAXgOX8i8d27l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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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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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A 

意大利百年生活时尚品牌 FILA 创建于 1911 年，是 FILA 兄弟在意大利 Biella 小镇创立的一家 

纺织和针织的服装企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配合多元化发展，FILA 转向运动服饰，先后开发了

网球、高尔夫、健身、滑雪、爬山和篮球等系列。 

 

今日的 FILA 更以积极向上、不断拼搏和永不放弃的探索精神为品牌理念，颠覆传统运动形象，以

全新的时尚生活品牌形象传递着百年来不变的热情与活力。 优雅简约的休闲设计集合舒适和美感

于一体;高品质的物料以及一流的剪裁卓尔不群美誉全球。 其设计中尤其以竖条纹的设计元素被誉

为 FILA 品牌的灵魂， FILA 产品现营销于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

和俄罗斯等三十多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