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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呈獻「360 新春行大運」
六大開運行程 祈願賀新年
網上預售來回纜車門票

尊享 88 折早鳥優惠

「牛」轉乾坤大抽獎 GoPro、Switch 驚喜大放送
「Make-A-Wish 願望信箱」 換明信片 善款捐「願望成真基金」傳祝福

（香港 － 2021 年 2 月 2 日）今個新年，昂坪 360 特意準備新氣象，由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
特設「360 新春行大運」，六大開運行程帶領大家遊走昂坪，並於菩提許願亭祈求來年好運，
絕對是新年必做的開運節目！
網上預售來回纜車門票

尊享 88 折早鳥優惠
為減省賓客的排隊購票輪候時間及有效地控制
人流，由即日起至 2 月 11 日，凡於昂坪 360 官
網或指定合作夥伴，預訂農曆新年期間的水晶
或標準來回纜車門票，可尊享 88 折早鳥購票優
惠。優惠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昂坪 360 來回纜車門票
購 票 網 址 ： https://www.np360.com.hk/tc/events-promotions/promotions/CNYEarly-Bird-Offer-Round-Trip-Cable-Car-12OFF
成人
小童（3 至 11 歲）
長者（65 歲或以上）
標準車廂 (原價)
$235
$110
$155
標準車廂 (88 折優惠)
$206
$96
$136

水晶車廂 (原價)
$315
$190
$235
水晶車廂 (88 折優惠)
$276
$166
$206
農曆新年特別營運安排
昂坪 360 將於農曆年初一至年初十（即 2021 年 2 月 12 日至 2 月 21 日）實施特別營運安
排，讓賓客能舒適地體驗開運之旅（詳情請參閱下表）。
昂坪 360 農曆新年纜車營運安排
日期：
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
時間：
初一至初四（2 月 12 日至 2 月 15 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初五至初八（2 月 16 日至 2 月 19 日）: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初九至初十（2 月 20 日至 2 月 21 日）: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新十一（2 月 22 日）起：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1) 為確保車廂內有足夠空間及為賓客提供舒適的體驗，每架纜車的載客人數
維持減半，建議為 4-6 人，每日總載客人數亦設上限，賓客請預留足夠時間
等候。不便之處，敬請體諒；
2) 為減省賓客的排隊購票輪候時間及有效地控制人流，公司鼓勵賓客預先在
網上購票。由即日起至 2 月 11 日，凡於昂坪 360 官網或指定合作夥伴，預
訂農曆新年期間的水晶或標準來回纜車門票，可尊享 88 折早鳥購票優惠，
詳情：
名額有限，售完即止；
3) 農曆新年期間，現場會設少量門票，供賓客即場購買，名額有限，售完即
止。如遇售罄情況，昂坪 360 官方網站會公佈相關票務狀況；
4) 早前公佈的防疫措施亦會繼續執行，包括清潔人員於每組賓客下車後立即
以 1:99 漂白水消毒清潔 車廂、現場設體溫監測、在纜車車廂及公共範圍需
佩戴口罩等。

「360 新春行大運」為新一年打好開端
新年出門行大運是傳統習俗，昂坪 360 於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準備「360 新春行大運」，貼
心制定一系列豐富的開運行程，讓你新一年活力滿滿，藉此祈求一整年好運不斷來！
第一站：步步高陞賀新年
新年伊始，先乘搭昂坪 360 纜車直達昂坪山頂，沿途景色
優美，水晶車廂更讓你 360 度欣賞大嶼山風景！港珠澳大
橋、赤鱲角機場和南中國海盡收眼底，以良晨美景展開新
一年。

第二站：金鼓齊鳴好運來
到達昂坪市集後，即看到一系列寓意連連的祝福鼓
映入眼簾，鼓上印有八組不同的祝福字句：如意、
吉祥、快樂、平安、成功、富貴、健康、好運，吸
引不少市民特地前來逐一擊鼓，祈求新一年事事順
利，幸福齊來！

第三站：心想事成願望信箱
不少人於新年均愛祈福許願，祈求未來一年順順利利！充滿
特色的菩提許願亭及菩提樹，是許願必到之處！
凡於昂坪 360 特色禮品店作任何惠顧滿港幣$150 或以上，即
可獲得許願木牌一個，讓你親手將願望掛上菩提許願亭！在
此預祝各位心想事成！
為自己許過願，更可為摯愛親朋
送上暖意祝福。現於 360 旅遊資
訊中心透過網上捐款港幣 10 元或
以上，即可獲得希望「郵」香港
明信片一張。

將寫上心意的明信片投入菩提許
願亭旁的「Make-A-Wish 願望信箱」，昂坪 360 便幫你免費代寄，將
祝福及希望傳遞開去！明信片將於投入願望信箱起計一星期內寄出，
而所得善款直接捐至願望成真基金，幫助患有重病的兒童實現願望，今個新年齊齊發放正能
量！
第四站：招財運氣滾滾來
招財貓一直象徵著招財進
寶及好運降臨，昂坪 360
特設可愛招財貓鳥居打卡
位。雙手舉起的招財貓，
既招財又招福，不單為大
家開運，亦可帶來幸福、
幸運、富貴等的好兆頭，
同時蘊含與別不同的文化
內涵，絕對是開運行程的必到景點！

第五站：「牛」轉乾坤新春大抽獎
祈福許願後，當然要抽獎試試手氣！為慶祝牛
年來臨，昂坪 360 於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舉辦
「牛」轉乾坤新春大抽獎，獎品日日大放送，
更特意加碼準備驚喜新春大禮，包括 GoPro
Fusion 運動相機、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及其他
豐富獎品，包括標準/水晶來回纜車半價優惠券、
NP360 x FILA 保溫瓶及「牛」轉乾坤幸福御守
等。凡持有一張有效纜車門票，並於昂坪市集
任何商店或食肆消費，即可享大抽獎一次！快
趁佳節贏取豐富禮品，為今個新年喜上加喜！

第六站：新春限定恆香心形老婆餅
農曆新年拜年必備伴手禮，昂坪 360 聯同恆香
老餅家獨家推出心形老婆餅，吸睛度十足！農
曆新年期間於禮品店限定發售，送禮自用皆宜。
而適逢農曆初三是情人節，可預備心形老婆餅
送給另一半，預祝來年甜甜蜜蜜！逛過昂坪
360 後更可到鄰近的心經簡林，於大自然吸口
新鮮空氣，洗滌心靈，沿途有吉祥牛牛陪伴，
圓滿行程讓你充滿元氣迎接新一年！

昂坪 360 「360 新春行大運」
日期：
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菩提許願亭
日期：

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側

詳情：

凡於昂坪 360 禮品店內單一消費滿 HK$150，即可換領一塊許願牌。

Make-A-Wish 願望信箱
日期：
2021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26 日
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側
只要於 360 旅遊資訊中心透過網上捐款港幣 10 元或以上，即可獲得希望
「郵」香港明信片一張。大家可以將心意寫在明信片上，然後投入「Make-A詳情：
Wish 願望信箱」，昂坪 360 便會提供免費代寄服務，所有明信片將於投入願
望信箱起計一星期內寄出。
「牛」轉乾坤新春大抽獎
日期：
即日起至 2 月 26 日
地點：
昂坪市集 360 旅遊資訊中心
凡持有有效纜車門票，並於昂坪市集任何商店或食肆內消費，即可享一次抽獎
詳情：
機會。
備註：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 54159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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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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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由 Above The Line 公關推廣公司代昂坪 360 發放。
如有查詢，請聯絡：
Ms. Joyce Ng
Mr. Tony Tse

電話：3956 3704 / 6342 6385
電話：3954 5306 / 6106 7625

電郵：joyceng@abovetheline.com.hk
電郵：tonytse@abovetheline.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