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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相關高清相片，請瀏覽：https://bit.ly/30wHuZC 

【即時發佈】 

 

昂坪 360 X Venchi  攜手呈獻 

朱古力聖誕嘉年華 
昂坪 360 聖誕大激賞  小童來回纜車門票 6 折 

IG-able 朱古力裝置    4 大有奬遊戲    歡度甜蜜聖誕 
 

 

昂坪 360 X Venchi 朱古力聖誕嘉年華為你帶來意式甜蜜佳節。 

 

（香港 - 2021 年 11 月 18 日）朱古力的香甜讓人陶醉，於聖誕節傳統更幾乎無處不在。致力

與不同界別合作創新的昂坪 360，今個聖誕就與擁有 140 年歷史的著名意大利朱古力品牌

Venchi，於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攜手帶來一個充滿意式風情的「甜蜜

聖誕」- 昂坪 360 X Venchi 朱古力聖誕嘉年華。在昂坪市集除了有打卡必到的 IG-able 朱古

力聖誕裝置，特設 4 項充滿歡樂氣氛的遊戲，讓你有機會贏取豐富獎品！於 12 月 24 日至

26 日期間，聖誕老人將遊走昂坪市集每個角落，沿途派發小禮物，分享快樂，共嚐朱古力

的甜蜜。  

 

本港疫情轉趨緩和，消費氣氛漸見濃厚，昂坪360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先生指出，是次與意大

利百年品牌Venchi朱古力合作，希望產生協同效應，給予賓客一個開心甜蜜的聖誕節，帶動

聖誕假期到訪昂坪的人流及消費。 

 

https://bit.ly/30wHu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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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聖誕新年是傳統旅遊消費旺季，但由於外遊活動仍未恢復，市民假期活動仍以本

地遊為主，相信昂坪360的大自然美景加上假期的推廣活動，對本地賓客有一定吸引力，預

料假期的到訪人數有單位數字升幅。」 

 

疫情為各行業帶來困境、但也有品牌視為挑戰，Venchi 更在逆市擴充業務，亞太區董事總

經理 Marco Galimberti 解釋，更多港人疫情下留港消費，故過去兩年在港分店由 10 間擴

展至 14 間，最新的一間分店位於東涌，剛巧毗鄰昂坪 360 纜車站，雙方商談合辦聖誕活

動，為港人提供歡樂時，便一拍即合。他補充，越來越多市民愛到郊外遊玩，預料今次與昂

坪 360 合作，會令更多港人認識這個意大利百年品牌，相信雙方也有裨益。 

 

聖誕大激賞 小童來回纜車門票 6 折  低至港幣 66 元 
 

 

 

聖誕佳節普世歡騰，小朋友更是特別興奮，為讓一家大小

感受節日的歡樂氣氛，昂坪 360 特別推出聖誕大激賞。 

 

賓客於推廣期間，於東涌、昂坪纜車站售票處或透過昂坪

360 官方網站，購買任何小童來回纜車門票，即可尊享 6

折優惠，票價低至港幣 66 元。 

 

家長於假期帶同小孩乘坐纜車走到郊外，在藍天白雲下享

受翠綠大自然，歡度一個昂坪 360 獨有的「聖誕」。 

 

 朱古力聖誕嘉年華 - 聖誕大激賞優惠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購票優惠： 

賓客優惠期內凡於昂坪 360 東涌纜車站售票處、昂坪纜車站售票處或昂坪

360 官方網站購買任何小童來回纜車門票，即可尊享 6 折優惠。 

 

賓客須於到訪當天，親身出示香港身分證 ( 正本 ) (11 歲或以下小童之香港出

生證明書正本或副本)，以核實身分，方可享優惠。詳情請參閱昂坪 360 官方

網站。 

小童來回纜車門票   原價 優惠價 

標準車廂 $110 $66 

水晶車廂 $190 $114 

標準車廂 +水晶車廂 $165 $99 

購票網址： https://webstore.np360.com.hk/   

https://webstore.np360.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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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禮物-巨型 Gelato 從天而降 

變身 IG-able 朱古力聖誕裝置 
 

Venchi 除出售高品質朱古力外，還有新鮮美味的意大利雪糕 Gelato，是次朱古力聖誕裝置

亦與別不同，包括一個巨型 Gelato 雪糕，猶如天使的禮物般從天而降、倒放在昂坪市集，

化身成一棵別緻的聖誕樹；聖誕老人亦召喚鮮紅禮物車，將朱古力送予乖巧小朋友。盒上的

天使號角，不只奏出動人的聖樂，同時也吹出香濃朱古力到人間，滙聚成朱古力池。這些色

彩繽紛的巨型裝置，定必吸引大人小孩的目光，成為今期最熱的 IG-able 打卡位。 

 

IG-able 聖誕朱古力打卡裝置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裝置特色： 

Gelato 雪糕像天使禮物般從天而降，化身成

倒放的聖誕樹。鮮紅禮物車載滿朱古力，聖誕

老人轉送予乖巧小朋友。天使號角吹出香濃朱

古力，流到人間滙聚成朱古力池。 

 

 

 

 

 

 

遊戲攤位同樣佈置得極具佳節氣氛，四個

遊戲包括考眼力的「百發百中神射手」、

考腕力的「滾球過三關」、考臂力的「雪

糕圈套」，與及考智力的「眼明手快層層

疊」，適合一家大細及親朋好友，發揮合

作精神，贏取各項精美奬品，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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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古力聖誕嘉年華 - 聖誕攤位遊戲區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 日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19 號舖 

遊戲券： 每張港幣 20 元，適用於遊戲一局 

購票地點： 東涌纜車站售票處、昂坪纜車站售票處及 360 旅遊資訊中心 

 

攤位遊戲區 

百發百中神射手  
憑一張遊戲券可參加一局遊戲，並獲發 5 枝玩具箭。

遊戲挑戰玩家的眼界及準繩度，只需站立於指定位

置，然後把玩具箭瞄準牆上色彩繽紛目標飲品後射

出。最終能否成為「聖誕神射手」贏得大獎，就以所

有玩具箭的最終停留位置以計算。 

 

滾球過三關 
憑一張遊戲券可參加一局遊戲，並獲發 5 個球。遊戲

彷如「枱上草地滾球」，考考玩家腕力及集中力，需

要於指定時間內，把球由起點推出。能否奪得大獎，

即以所有球最終停留的位置計算。 

 

雪糕圈套 
憑一張遊戲券可參加一局遊戲，並獲發 5 個膠圈。可

愛的雪糕陣本身便彷如一座精緻的聖誕裝置，玩法亦

非常簡單，只要站在指定位置，向雪糕陣投擲膠圈，

而所有膠圈最終停留的位置，就決定了誰是高手，誰

得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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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明手快層層疊  
憑一張遊戲券可參加一局遊戲，參加者先抽取其中一

張遊戲卡，然後於指定時間內，把形狀顏色都各有不

同的巨型朱古力，疊成遊戲卡內所示的圖案，最後所

有朱古力顏色的順序，與遊戲卡的圖案一致，便可獲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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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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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Venchi  
意大利巧克力品牌 Venchi 由 Silviano Venchi 於 1878 年創立，其後一直遵從皮埃蒙特巧克力大師的

傳統手藝，製作多款口味獨特的意大利巧克力，品牌成立至今已有逾 140 年歷史。Venchi 重視巧克

力產品的品質及新鮮度，致力以純天然材料創作出不同質感及口味的巧克力，更設計出幾款膾炙人

口的獨家巧克力產品。品牌的王牌 ── Gianduja 榛子蓉巧克力便是遵從意大利北部傳統食譜，採用

巧克力及通過地理標誌保護商標證明的榛子醬製作而成的產品。Venchi 期望藉著巧克力，將意大利

快樂而悠閒的生活態度分享到世界各地。 

 

- 完 - 

 

如有任何垂詢，歡迎致電是次活動公關代表 Brighten Up Workshop:  

Yoho Yung  ︳電話：9191 6751 ︳電郵：yohoyung@yahoo.com 

Hilda Ma          ︳電話：9774 5445 ︳電郵：hilda852@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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