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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相关高清相片： 

https://bit.ly/NgongPing360MidAutumnFestival2022     

   

 

昂坪 360 呈献「昂坪秋日花灯祭」 

置身浪漫灯海感受佳节气氛 昂坪大澳套票低至$128 

节日限定花灯打卡位 |  猜灯谜游戏 | 手绘灯笼工作坊 | 特色面绘体验 

 
 

  
 

 

（香港 - 2022年 9月 1日）传统中秋佳节是人月两团圆、共聚天伦的日子。 昂坪市集摇身一变

成为赏灯好去处，挂上手绘灯笼和心形花灯，加上昂坪市集独有的古色古香氛围衬托下，让宾客

置身于花灯海之中，共渡中秋佳节！ 昂坪 360于 9月 1日至 18日举办昂坪秋日花灯祭 」，营造

满满的节日喜庆气氛！ 宾客可由即日起至 9月 30日，尊享低至 6折优惠， 只需$128即可于昂坪 

360 官方网站预购「360探索大澳套票」 ，与亲朋好友一次过到访昂坪及大澳，欢渡中秋佳节。  

 

中秋节代表团圆，又大又圆的灯笼阵于节日高挂，点缀昂坪市集不同角落。 宾客沿昂坪市集闲

逛，与家人爱侣于色彩缤纷的手绘花灯海下，享受既浪漫又温馨的氛围！ 圆形手绘花灯阵由专上

学院视觉艺术教育学系学生一笔笔亲手绘画而成，集心意及创意于一身！  

 

宾客可于闪闪生光的半月装置前留影，打卡一流！ 而心心相印心愿亭则挂满粉色系心形花灯，菩

提许愿树亦挂满特色手绘灯笼，势成一众爱侣 的打卡热点，留下二人专属甜蜜回忆。 不论大人或

是小朋友，也可以参与应节「灯谜游戏」，完成游戏更可参加抽奖，赢取丰富奖品！ 昂坪 360更

会举办「大澳非茂里」 手绘灯笼工作坊及特色面绘体验，节目丰富，让一家大细中秋乐聚天伦！  

https://bit.ly/NgongPing360MidAutumnFestival2022


                                       

  
 

昂坪 360官网限定优惠 3 60探索大澳套票尊享 6折 

宾客可由即日起至 9月 30日期间，尊享低至 6折优惠，只需$128 即可于昂坪 360 官方网站预

购「360探索大澳套票」。 套票包括东涌至昂坪单程缆车车票一张、新大屿山巴士一日车票及

$10大澳及昂坪市集现金券乙张。 详情请参阅昂坪 360 官方网站。  

 

「360探索大澳套票」优惠详情 

推广期： 即日起至 2022年 9月 30日 

详情： 宾客可于昂坪 360官方网站，以优惠价预购「360探索大澳套票」。 套票包括

单程缆车车票（由东涌至昂坪）、新大屿山巴士一日车票及$10 大澳及昂坪市

集现金券乙张。  

 

「360探索大澳套票」 成人 小童（3至 11岁） 

标准车厢（ 单程） $128  (原价： $210) 
$88 （ 原 价 ： 

$125） 

水晶车厢（单程） $158  （原价：$265) 
$132  ( 原 价 ： 

$185)  

购票网址： https://webstore.np360.com.hk/  

备注 ： - 套票需于当日下午 2时后使用 

- 宾客须凭换票证于新大屿山巴士公司（昂坪票务处）换取即日巴士证 

 

  

https://webstore.np360.com.hk/


                                       

 

「昂坪秋日花灯祭活动 

心心相印心愿亭  

 

昂坪市集心心相印心愿亭挂满粉色系的心

形花灯，爱侣于心形花灯辉映下双双许下

心愿，寓意心心相印，祈求爱情运顺顺利

利、甜甜蜜蜜！  

菩提花灯许愿树 

 

 

菩提花灯许愿树是昂坪市集的特色标志之

一。  

 

适逢中秋佳节，菩提花灯许愿树上挂满特

色手绘灯笼，宾客可于菩提花灯许愿树前

诚心许愿。  

 

 

闪烁生光半月椅 

 

月亮是中秋佳节不可或缺的元素。 闪烁生

光的半月椅配上大澳繁星点点的夜空，为

宾客营造浪漫又温馨的氛围！  

 

不论是一家大小还是一双一对，灯光装置

塑造特别视觉效果， 打卡一流！  

  



                                       

「昂坪秋日花灯祭」灯谜游戏 

 

菩提树旁的许愿墙上挂满一个个手绘特色

灯笼，组成别具特色的灯谜阵，让宾客挑

战传统应节活动 - 猜灯谜。  

 

完成游戏更可参加即抽即奖，赢取丰富奖

品！  

 

 

 中秋佳节限定工作坊 -「手绘灯笼工作坊」及 「特色面绘体验」 

 

活动邀请艺术创作团体「大澳非茂里」成为「文化担当」，在今

个中秋佳节举办两个期间限定工作坊 -「手绘灯笼工作坊」及 

「 特色面绘体验“。  

 

「手绘灯笼工作坊」让宾客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绘画灯笼的技

巧，小朋友和家长更可享受亲子互动时光！ 完成后将自家设计的

专属灯笼作品带回家，既应节又可发挥无穷创意！ 而「特色面绘

体验」则让宾客享受特色面绘服务，营造别树一格的造型。  

 

宾客凭任何即日昂坪 360 缆车门票，并于昂坪市集任何商户消费

满港币 50元或以上，即可参加「手绘灯笼工作坊」或「 特色面绘

体验一次“。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中秋佳节限定：手绘灯笼工作坊 

 

 

 

由「大澳非茂里」导师教授参加者绘画灯

笼的技巧，让小朋友和家长享受亲子互动

的温馨时光！  

 

完成后可将自家设计的专属手绘灯笼作品

带回家，既应节又可发挥无穷创意！ 

 

中秋佳节限定：特色面绘体验 

 

由大澳民间组织「大澳非茂里」导师，采

用专业彩绘颜料，为宾客提供特色面绘服

务。  

 
彩绘图案色彩缤纷，配以简单线条，定必

为小朋友增添一分可爱感，让宾客美美地

欢度佳节。  

 
附录： 

 

昂坪 360「昂坪秋日花灯祭」 

日期： 2022年 9月 1日至 9月 18日 

时间 ：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时至下午 6 时 

中秋节及公众假期（2022年 9月 10日至 9月 12日）：上午 9时至下午 6 时

30 分 

地点 ： 昂坪市集 

 中秋佳节限定：手绘灯笼工作坊 

日期： 2022年 9月 3、4、10、11、12、17及 18日 

时间 ： 早上 11时至下午 5时 

地点 ： 昂坪市集 19号铺 

名额： 每日 100 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详情： 
凡购买任何昂坪 360缆车门票一张，并于昂坪市集任何商户消费满港币 50元或

以上，即可凭即日单据到昂坪市集 19号铺， 参加手绘灯笼工作坊一次 

中秋佳节限定：特色面绘体验 

日期： 2022年 9月 3、4、10、11、12、17及 18日 

时间 ： 中午 12时至下午 4时 

名额： 每日 30 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地点 ： 昂坪市集 19号铺 

详情： 

 

凡购买任何昂坪 360缆车门票一张，并于昂坪市集任何商户消费满港币 50元或

以上，即可凭即日单据到昂坪市集 19号铺，参加 特色面绘体验一次 

「昂坪秋日花灯祭灯谜游戏抽奖 

日期： 即日起至 9月 18日 

时间 ： 
星期一至五：上午 11时至下午 5时 30分 

中秋节及公众假期（2022年 9月 10日至 9月 12日）：上午 10时至下午 6时 

地点： 昂坪市集菩提树旁许愿墙 

详情： 凡购买任何昂坪 360 缆车门票，即日可于东涌缆车站或昂坪缆车站售票处，换

领一张灯谜游戏卡到昂坪市集菩提树旁许愿墙参加灯谜游戏！ 凡取得指定分

数，即可到 360旅游信息中心参与即抽即奖一次，万勿错过！  

   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 ： 56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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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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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