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全港首個「5G 科技館」今日起進駐天際 100
慶祝開業 10 週年與 SmarTone 攜手為全港市民推出天際 100 連「5G 科技館」優惠門票
SmarTone 客戶更可享免費門票 即日起可於天際 100 官網預訂
附貼心攻略 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家庭遊最 Smart 選擇
(香港，2021 年 5 月 4 日) 由 SmarTone 全力策動、香港首個「5G 科技館」今日起進駐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讓您於 393 米高空可一邊俯瞰全港獨有的 360 度無阻擋美景，
一邊試玩各式各樣最新 5G 科技應用，將觀景體驗提升至另一個新層次！
「5G 科技館」佔地約 5000 平方呎，設有多個展區，由智慧家居、人工智能 (AI) 識別技術、
工業安全裝置，到超流暢網課等 5G 應用應有盡有，更設有多個拍照「打卡位」及刺激好玩
的 5G 體驗！無論大人或小朋友想學習 5G 知識，享受家庭親子樂；科技愛好者想探索各項創
新科技；或是尋找週末消閒娛樂好去處，位於天際 100 的「5G 科技館」都是必遊之選！
適逢本週日的母親節和 6 月份的父親節，既有美景打卡位亦有科技新資訊，更有多個一家大
小可以一齊玩的 5G 新體驗，於「5G 科技館」不論爸爸媽媽及小朋友的喜好都照顧得到， 最
適合慶祝母親節、父親節的家庭遊。
SmarTone 客戶最抵玩! 天際 100 與 SmarTone 攜手為全港 SmarTone 客戶推出免費門票優惠
為慶祝天際 100 開業 10 週年及全港首個「5G 科技館」開幕，天際 100 與 SmarTone 攜手為
全港 SmarTone 客戶推出免費門票*優惠！於 5 月及 6 月期間適逢母親節及父親節，每位客戶
除本人可獲免費門票*，更可免費帶同一位親友入場，享有共兩張天際 100 免費門票*（包括
「5G 科技館」入場）；另可以優惠價每位港幣 40 元為最多三位同行親友購票，較正價成人
標準門票港幣 198 元一張，最高可節省港幣 868 元 1！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SmarTone 客
戶將分批收到短訊通知，只需登入天際 100 官網，選擇「SmarTone 客戶尊享 5G 科技館門票
優惠」，並按指定日期在到訪前 2 至 30 日預訂免費門票*即可享此優惠。優惠門票每日數量
有限，預訂就要快手啦！有關此優惠詳情及門票預訂，請瀏覽：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smartone-5g-lab/
* 每張門票須付港幣 1 元行政費。
天際 100 同時推出「SmarTone 5G 科技館門票優惠」 二人同行平均每位只需港幣 50 元
而非 SmarTone 客戶亦可享「SmarTone 5G 科技館門票優惠」，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二人
同行門票只需港幣 100 元，平均每位港幣 50 元(即正價門票 25 折)，單人門票都有優惠，為
港幣 60 元。訪客只需登入天際 100 官網，選擇「SmarTone5G 科技館門票優惠」，並在到訪
SmarTone 客戶預訂兩張免費門票及三張同行親友門票，行政費連優惠門票價共港幣 122 元，較五張天際 100
正價成人標準門票共港幣 990 元，可節省港幣 86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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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 至 30 日預訂門票即可享此優惠。更多精彩體驗加上優惠票價，性價比極高！優惠門票
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止。有關此優惠詳情及門票預訂，請瀏覽：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5g-lab-ticket-offer/
暢玩天際100 + 「5G科技館」貼心攻略
1) 為方便控制人流，優惠門票須於到訪前2至30日，提前於天際100官網預訂。如6月20
日父親節的門票，將於5月21日至6月18日接受預訂，額滿即止。如果想於週末或公眾
假期到訪，建議盡早訂票。
2) SmarTone客戶將分批收到短訊通知，可按以下客戶類別於指定日期預訂免費門票：
SmarTone 客戶
SmarTone Plus PriorityPlus™ Premium 、PriorityPlus™ 及
特選客戶
SmarTone Plus – Plus客戶
SmarTone Plus – Classic及其他客戶

免費門票*訂票日期
2021年5月4日至18日
2021年5月19日至31日
2021年6月1日至30日

於天際100兌換門票時，除了需出示天際100門票預訂確認電郵外，SmarTone客戶亦需
出示SmarTone CARE手機應用程式內的「5G科技館@天際100」優惠專頁，預早下載應
用程式可節省兌換門票的時間。
3) 如網上預訂門票有餘額，將於當日在天際100一樓票務大堂發售，售完即止。如平日
上午或有機會可即場買到優惠門票。
4) 如希望於人流較少的時段到訪，於「5G科技館」可以慢慢玩，建議可於星期一至四上
午到訪天際100。
5) 想盡覽美景，建議可以於下午到訪天際100，預留時間先玩「5G科技館」，並留意觀
景台每日更新的日落時間，於顯示的日落時間前30分鐘就可以開始準備拍照及欣賞日
落美景，時間容許的話更可留步欣賞夜景，盡覽360度香港日夜景致。
時刻保持警惕 防疫措施為訪客及員工締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天際 100 一直密切監察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並按政府要求及配合本港現時有關的防疫
指引，實施了一系列防疫措施，確保大家可以玩得開心又放心，詳情請參閱：
https://sky100.com.hk/zh-hant/enhanced-preventive-anti-epidemic-measures/
此外，天際 100 已成為｢衞生抗疫措施認證計劃」認證機構之一，此計劃由旅發局與香港品
質保證局合作，為旅遊相關行業提供統一的衞生防疫指引，期望幫助公眾認識行業已採取的
衞生防疫措施，增加旅客日後訪港的信心，讓訪客能更安心前來參觀。
詳 情 請 瀏 覽 ：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anti-epidemic-hygiene-measurescertification-scheme/merchant-list.html?keyword=&category=attraction&area=all&location=all
SmarTone 「5G 科技館」@天際 100 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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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優惠門票日期
換領優惠門票日期
開放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
:
:
:
:

2021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30 日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7 月 2 日
每日上午 11 時 30 分至晚上 8 時 30 分（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8 時）
香港九龍站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天際 100 – (852) 2613 3888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SmarTone – (852) 2880 2688 (24 小時)

#天際 100 的開放時間或會不時更改，建議親臨前瀏覽天際 100 官方網站查看有關細則及開放時間。
以上套票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官方網站。
有關更多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的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www.sky100.com.hk，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sky100hk，及微博：http://weibo.com/sky100hk。

—完—
關於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興建的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位於全港最高的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觀景台離海拔 393 米高，是全港唯一能 360 度鳥瞰全港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觀及維港景色
的室內觀景台，亦是香港必遊地標。連接主要交通網絡，鄰近西九龍高鐵總站及國際級購物
商場，是旅客訪港必到的第一站。其更擁有全港最快雙層電梯，只需 60 秒直達 100 樓。觀
景台設有多項多媒體互動設施，包括「5G 科技館」展示 5G 科技於香港各行各業及日常生活
的最新應用。「愛在天際」光影匯演與窗外的維港景致互相暉映，令迷人的維港夜景更璀
璨。天際 100 手機應用程式配合「天際動感虛擬體驗區」讓訪客透過 VR 及 AR 技術多角度探
索香港的不同面貌。位於觀景台西面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坐擁廣闊海景
並供應一系列精緻輕食，為訪客帶來視覺與味覺的雙重享受。無論不同季節及時分，訪客與
至愛親朋都可擁有一個難忘的高空天際之旅。
天際 100 以攝人的景致及優秀的服務質素，除了獲著名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由 2014 年起連
續 7 年頒發「旅行者之選獎」外（前稱為「卓越獎」），亦獲 CNN 評為「香港 17 個美麗的
地方」之一。天際 100 亦是香港遊樂園及景點協會的八大創會成員之一，亦是國際組織
World Federation of Great Towers 在香港的唯一成員。
此新聞稿由智悅公關策劃代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發放。傳媒查詢請聯絡：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智悅公關策劃
盧愷欣小姐
胡杏賢小姐 /李澤茵小姐
電話：(852) 2613 3831
電話 : (852) 2560 8186 或 (852) 2560 8551
電郵：kathylo@sky100.com.hk
電郵: cherrywu@joyoushk.com / janicelee@joyoushk.com
圖片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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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 – 3：
香港首個「5G 科技館」今日起進駐天
際 100 香港觀景台，讓您於 393 米高空
可一邊俯瞰全港獨有的 360 度無阻擋美
景，一邊試玩各式各樣最新 5G 科技應
用，將觀景體驗提升至另一個新層次！

圖片 4：
適逢本週日的母親節和 6 月份的父親
節，既有美景打卡位亦有科技新資訊，
更有多個一家大小可以一齊玩的 5G 新
體驗，於「5G 科技館」不論爸爸媽媽
及小朋友的喜好都照顧得到， 最適合慶
祝母親節、父親節的家庭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