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 2 月 18 日重新開放    現可即時於網上預購套票 

推出「門票買一送二」限時優惠及「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 

加強十大防疫措施   確保大家玩得開心又放心 

 
（香港，2021 年 2 月 17 日）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防疫措施推行兩個多月後終見放緩，休

業兩個多月後的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明日（2021 年 2 月 18 日） 重新開放，並已全面重

啟網上預訂系統，方便訪客預訂各式門票及餐飲套票。為答謝港人支持，天際 100 將於 2 月

22 日至 24 日，推出「門票買一送二」限時優惠。此外，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將首次推出「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讓情侶們可在醉人的維港景致下，一邊賞月

一邊品嘗精緻的美食，共渡一個甜蜜浪漫的元宵佳節。 

 

為使大家可安心在觀景台參觀及盡情打卡暢玩，天際 100 已實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安排

所有員工完成新冠病毒檢測並須持陰性結果，訪客在進入天際 100 前均須掃瞄「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二維碼或填寫健康申報表等，另設有智能消毒站，為訪客及員工於進場時提供

全身衣物消毒，及派出智能管家於觀景台定時巡邏噴灑消毒噴霧，務求讓大家玩得開心又放

心！ 

 

「門票買一送二」限時優惠只售 48 小時  一人票價三人同遊極超值 

想與好友結伴影靚相或與小朋友外出享受家庭樂，就不要錯過天際100推出的「門票買一送

二」限時優惠！ 由2月22日上午10時至2月24日上午10時期間，只需於天際100官方網站以港

幣198元購買正價成人門票一張，即可免費獲贈多兩張門票，即一人價錢可以三人同遊，非

常超值！門票於購買日起計有效期為30日，大家可趁新春到訪天際100，在393米高空環遊香

港，以360度行大運為牛年增運添福！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首推「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 

今年 2 月 26 日為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向來被視為中式情人節，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今年亦特別推出四道菜的「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讓情侶可趁元宵佳節，在

璀璨的維港夜景襯托下，品嚐精緻美食，好好慶祝一番。晚餐首先以口感清新的紅菜頭三文

魚薄片配柑橘蘿蔔水芹沙律為晚餐揭開序幕，隨後奉上香甜幼滑的咖哩椰菜花忌廉湯，惹味

的咖哩立時令人的胃口大開。主菜方面，可選擇低溫慢煮牛面肉配什菜及甘筍蓉，澆上迷迭

香汁，令肉質嫩腍的牛面肉香氣提升；或選擇伴以檸檬櫻桃番茄醋及刁草水瓜柳忌廉的香煎

鱸魚配白豆燉肉；甜品則可選酸甜香滑的士多啤梨慕絲蛋糕或應節的薑茶湯圓，為這浪漫的

晚餐劃上甜蜜的句號！餐廳亦備有素食餐單，照顧不同顧客的需要。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只限於 2 月 26 日晚上供

應，套票於 2 月 20 日至 2 月 24 日期間，以優惠價港幣 1,888 元 （不設加一服務費） 於天

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套票已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兩張，兩位用的元宵佳節四道菜晚餐，

名額有限，欲購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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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保持警惕   加強十大防疫措施為訪客及員工締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按政府要求並配合本港現時有關的防疫指引，天際 100 將實施以下措施，包括安排所有員工

完成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並須持陰性結果，員工將持續每 14 天進行以上檢測一次，以保障訪

客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此外，天際 100 已進一步加強十大防疫措施，確保大家可以玩得開

心又放心！ 

 

進入天際 100 前﹕ 

1. 所有訪客於進入天際 100 範圍前須先掃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二維碼或填寫健康

申報表，並註明入場時間及同行人士的姓名，以便有需要時追蹤及聯絡 

2. 曾外遊之訪客須於回港 21 天後始到訪天際 100 

3. 所有訪客及員工進場前及於天際 100 範圍內必須持續佩戴口罩，並以消毒搓手液清潔雙

手後才可進場 

4. 接受體溫檢查，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之人士將不予安排入場，並建議立即前往醫院治理 

 

進入天際 100 範圍後﹕ 

5. 於入口處增設智能消毒站，以自動感應噴霧為所有員工及訪客提供全身衣物消毒 

6. 為所有扶手電梯之扶手帶及升降機廂每兩小時進行消毒 

7. 所有升降機廂表面已經塗上具殺菌功效之納米塗層，以防止細菌及病毒積聚 

8. 每日於觀景台開放前進行全面空氣消毒殺菌，並於觀景台開放期間派出智能管家於觀景

台定時巡邏噴灑消毒噴霧，持續殺菌 

9. 以 1:49 的稀釋漂白水在所有公眾地區每日作三次深層清潔 

10. 密切監察及適時作出人流管制，包括升降機及觀景台範圍內，訪客最多可二人一組同遊，

每組之間須保持至少有 1.5 米距離 

 

如訪客未能遵守以上防疫措施，天際 100 將會拒絕該訪客進場或逗留。以上抗疫措施或會為

大家帶來不便，懇請各位見諒，一起與天際 100 攜手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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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s-

certification-scheme/merchant-list.html?keyword=&category=attraction&area=all&location=all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anti-epidemic-hygiene-measures-certification-scheme/merchant-list.html?keyword=&category=attraction&area=all&location=all
https://www.discoverhongkong.com/tc/plan/anti-epidemic-hygiene-measures-certification-scheme/merchant-list.html?keyword=&category=attraction&area=all&location=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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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 開放時間詳情*：  

 

日期 : 由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重新開放 

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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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 香港九龍站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查詢電話 : 852 - 2613 3888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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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展示香港的文化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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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愷欣小姐 

電話：(852) 2613 3831 

電郵：kathylo@sky100.com.hk 

智悅公關策劃 

胡杏賢小姐 /李澤茵小姐 

電話 : (852) 2560 8186 或 (852) 2560 8551 

電郵: cherrywu@joyoushk.com / janicelee@joyoushk.com 

 

  

http://www.sky100.com.hk/
http://h
ht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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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説明  
 

圖片 1：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明日 （2 月 18 日）重新開放，並已全面重啟網上預訂系統，方便

訪客預訂各式門票及餐飲套票。 

 

圖片 2： 

為答謝港人支持，天際 100 將於 2 月 22 日至 24 日，推出「門票買一送二」限時優惠。由 2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至 2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期間，只需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以港幣 198 元購

買正價成人門票一張，即可免費獲贈多兩張門票，即一人價錢可以三人同遊，非常超值！門

票於購買日起計有效期為 30 日，大家可趁新春到訪天際 100，在 393 米高空環遊香港，以

360 度行大運為牛年增運添福! 

圖片 3： 

情侶可趁元宵佳節，在璀璨的維港夜景襯托下，品嚐精緻美食，好好慶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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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4： 

今年 2 月 26 日為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向來被視為中式情人節，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今年亦特別推出四道菜的「元宵佳節二人浪漫晚餐」，晚餐套票將於 2 月 20 日

至 2 月 24 日期間以優惠價港幣 1,888 元  ﹙不設加一服務費）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套

票已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兩張，兩位用的元宵佳節四道菜晚餐，名額有限，欲購從速。 

 

 

 

 

 

 

 

 

 

 

* 圖片只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