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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呈献「360新春行大运」 

六大开运行程 祈愿贺新年 

网上预售来回缆车门票 尊享 88折早鸟优惠 

 
「牛」转乾坤大抽奖 GoPro、Switch惊喜大放送 

「Make-A-Wish愿望信箱」 换明信片 善款捐「愿望成真基金」传祝福    

 
 

（香港 - 2021年 2月 2日）今个新年，昂坪 360特意准备新气象，由即日起至 2月 26日，

特设「360 新春行大运」，六大开运行程带领大家游走昂坪，并于菩提许愿亭祈求来年好运，

绝对是新年必做的开运节目！ 

 

网上预售来回缆车门票 尊享 88折早鸟优惠 

为减省宾客的排队购票轮候时间及有效地控制

人流，由即日起至 2月 11日，凡于昂坪 360官

网或指定合作伙伴，预订农历新年期间的水晶

或标准来回缆车门票，可尊享 88 折早鸟购票优

惠。 优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昂坪 360来回缆车门票 

购票网址： https://www.np360.com.hk/tc/events-promotions/promotions/CNY-

Early-Bird-Offer-Round-Trip-Cable-Car-12OFF 

 成人 小童（3至 11岁） 長者（65岁或以上） 

标准车厢（ 原价）  $235 $110 $155 

标准车厢（88折优惠） $206 $96 $136 

https://cutt.ly/QkaG30k
https://www.np360.com.hk/tc/events-promotions/promotions/CNY-Early-Bird-Offer-Round-Trip-Cable-Car-12OFF
https://www.np360.com.hk/tc/events-promotions/promotions/CNY-Early-Bird-Offer-Round-Trip-Cable-Car-12OFF


                                       

水晶车厢（ 原价) $315 $190 $235 

水晶车厢（  88 折优

惠） 

$276 $166 $206 

农历新年特别营运安排 

昂坪 360 将于农历年初一至年初十（即 2021 年 2 月 12 日至 2 月 21 日）实施特别营运安

排，让宾客能舒适地体验开运之旅（详情请参阅下表）。 

 

昂坪 360 农历新年缆车营运安排 

日期： 即日起至 2月 26日 

时间： 初一至初四（2月 12日至 2月 15日）：上午 9时至晚上 8时 

初五至初八（2月 16日至 2月 19日）： 上午 9时 30分至下午 6时 

初九至初十（2月 20日至 2月 21日）： 上午 9时至下午 6时 30 分 

新十一（2月 22日）起：上午 10时至下午 6时 

详情： 

1) 为确保车厢内有足够空间及为宾客提供舒适的体验，每架缆车的载客人数

维持减半，建议为 4-6人，每日总载客人数亦设上限，宾客请预留足够时间

等候。 不便之处，敬请体谅; 

2) 为减省宾客的排队购票轮候时间及有效地控制人流，公司鼓励宾客预先在

网上购票。由即日起至 2月 11日，凡于昂坪 360官网或指定合作伙伴，预

订农历新年期间的水晶或标准来回缆车门票，可尊享 88 折早鸟购票优惠，

名额有限，售完即止; 

3) 农历新年期间，现场会设少量门票，供宾客即场购买，名额有限，售完即

止。 如遇售罄情况，昂坪 360官方网站会公布相关票务状况; 

4) 早前公布的防疫措施亦会继续执行，包括清洁人员于每组宾客下车后立即

以 1：99 漂白水消毒清洁 车厢、现场设体温监测、在缆车车厢及公共范围

需佩戴口罩等。 

 

 

 

「360新春行大运」为新一年打好开端 

新年出门行大运是传统习俗，昂坪 360于即日起至 2月 26日准备「360新春行大运」，贴

心制定一系列丰富的开运行程，让你新一年活力满满，借此祈求一整年好运不断来！ 

 
第一站：步步高升贺新年 

新年伊始，先乘搭昂坪 360缆车直达昂坪山顶，沿途景色

优美，水晶车厢更让你 360 度欣赏大屿山风景！ 港珠澳

大桥、赤鱲角机场和南中国海尽收眼底，以良晨美景展开

新一年。 

 



                                       

 

 
第二站：金鼓齐鸣好运来 

到达昂坪市集后，即看到一系列寓意连连的祝福鼓

映入眼帘，鼓上印有八组不同的祝福字句：如意、

吉祥、快乐、平安、成功、富贵、健康、好运，吸

引不少市民特地前来逐一击鼓，祈求新一年事事顺

利，幸福齐来！ 

 

 

 
第三站：心想事成愿望信箱 

不少人于新年均爱祈福许愿，祈求未来一年顺顺利利！ 充满

特色的菩提许愿亭及菩提树，是许愿必到之处！ 

 

凡于昂坪 360特色礼品店作任何惠顾满港币$150或以上，即

可获得许愿木牌一个，让你亲手将愿望挂上菩提许愿亭！ 在

此预祝各位心想事成！ 

为自己许过愿，更可为挚爱亲朋

送上暖意祝福。 现于 360旅游资

讯中心透过网上捐款港币 10元或

以上，即可获得希望「邮」香港

明信片一张。 

 

 
将写上心意的明信片投入菩提许

愿亭旁的《Make-A-Wish愿望信箱》，昂坪 360便帮你免费代寄，将

祝福及希望传递开去！ 明信片将于投入愿望信箱起计一星期内寄出，

而所得善款直接捐至愿望成真基金，帮助患有重病的儿童实现愿望，今个新年齐齐发放正能

量！ 

 
第四站：招财运气滚滚来 

招财貓一直象征着招财进

宝及好运降临，昂坪 360

特设可爱招财猫鸟居打卡

位。 双手举起的招财猫，

既招财又招福，不单为大

家开运，亦可带来幸福、

幸运、富贵等的好兆头，

同时蕴含与别不同的文化

内涵，绝对是开运行程的必到景点！ 



                                       

第五站：「牛」转乾坤新春大抽奖 

祈福许愿后，当然要抽奖手气！ 为庆祝牛年来

临，昂坪 360于即日起至 2月 26日举办「牛」

转乾坤新春大抽奖，奖品日日大放送，更特意

加码准备惊喜新春大礼，包括GoPro Fusion 运

动相机、任天堂 Switch游戏机及其他丰富奖

品，包括标准/水晶来回缆车半价优惠券、

NP360 x FILA保温瓶及「牛」转乾坤幸福御守

等。 凡持有一张有效缆车门票，并于昂坪市集

任何商店或食肆消费，即可享大抽奖一次！ 快

趁佳节赢取丰富礼品，为今个新年喜上加喜！ 

 

  



                                       

第六站：新春限定恒香心形老婆饼 

农历新年拜年必备伴手礼，昂坪 360联同恒香

老饼家独家推出心形老婆饼，吸睛度十足！ 

农历新年期间于礼品店限定发售，送礼自用皆

宜。 而适逢农历初三是情人节，可预备心形

老婆饼送给另一半，预祝来年甜甜蜜蜜！ 逛

过昂坪 360后更可到邻近的心经简林，于大自

然吸口新鲜空气，洗涤心灵，沿途有吉祥牛牛

陪伴，圆满行程让你充满元气迎接新一年！ 

 

 

 

昂坪 360 「360新春行大运」 

日期： 即日起至 2月 26日 

地点： 昂坪市集 

菩提许愿亭 

日期： 即日起至 2月 26日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信息中心侧 

详情： 凡于昂坪 360礼品店内单一消费满 HK$150，即可换领一块许愿牌。 

Make-A-Wish愿望信箱 

日期： 2021年 2月 4日至 2月 26日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信息中心侧 

详情： 

只要于 360 旅游资讯中心透过网上捐款港币 10 元或以上，即可获得希望

「邮」香港明信片一张。 大家可以将心意写在明信片上，然后投入《Make-

A-Wish 愿望信箱》，昂坪 360 便会提供免费代寄服务，所有明信片将于投入

愿望信箱起计一星期内寄出。 

牛」转乾坤新春大抽奖 

日期： 即日起至 2月 26日 

地点： 昂坪市集 360 旅游信息中心 

详情： 
凡持有有效缆车门票，并于昂坪市集任何商店或食肆内消费，即可享一次抽奖

机会。 

备注： 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 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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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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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稿由 Above The Line公关推广公司代昂坪 360发放。 

如有查询，请联络： 

 

Ms. Joyce Ng 电话：3956 3704 / 6342 6385 电邮：joyceng@abovetheline.com.hk 

Mr. Tony Tse 电话：3954 5306 / 6106 7625 电邮：tonytse@abovethel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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