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际100香港观景台庆祝开业10周年 
推出港人专享「加大码生日优惠」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 

 
（香港，2021 年 3 月 8 日）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今年 10 岁啦！ 为庆祝开业

10 周年，天际 100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期间率先推出港人专享「加大码生日优惠」，以

答谢香港人多年来的支持，同时亦为一系列的 10 周年庆祝活动及多项惊喜优惠揭开序

幕！  
 
天际100"加大码生日优惠」详情： 
 
1) 寿星生日月份免费入场   同行亲友更可享门票半价优惠 

天际 100 的生日优惠，自 2017 年推出以来极受欢迎，为不少港人于高空缔造了难忘

的回忆，今年适逢是天际 100 的 10 岁生日，优惠自然要加倍吸引！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凡于生日月份到访天际 100 可享生日免费入场，只需于一楼票务大堂出示

香港身份证或出生证明书，并带同最少一位亲友到访，同行亲友即可享「加大码生日

优惠」，以标准门票半价 1购票，比原本的生日优惠以七折购票更着数;而寿星则可获赠

成人、小童（3-11 岁）或长者（65 岁或以上）门票免费入场，折扣后：同行成人亲友

门票只需港币 99 元，小童或长者门票只需港币 64 元，而且最多 3  位随行亲友可享此

门票半价优惠，于天际 100 同庆生辰！  
 

2)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加大码最高「庆」生日套票   门票连生日蛋糕

加送饮品 
生日当然要「高高庆庆」，登上天际 100 在 393 米高空一边俯瞰迷人的天际线，与物

品爱尽情打卡，一边品尝由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精心炮制的生日

蛋糕，让今年的生日变得更难忘！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可于生日月份可以超

优惠价港币 298 元，于天际 100 官方网站购买「加大码最高'庆'生日套票」，包括成人

门票两张及半磅朱古力蛋糕一个。 为庆祝天际 100 的 10 岁生日，除套票以优惠价发

售外，推广期间天际 100 更加送两杯 Nespresso 咖啡或 TWG 茗茶。 幼滑香甜的朱古力

蛋糕配上香浓的热饮，让您能与挚爱在高空美景下庆生，令这一年一度的大日子加倍

难忘。  
 

此外，较早前观景台因配合政府抗疫措施，于去年12月2日至今年2月17日关闭，受影响期

间，12月至2月份生日寿星亦可于3月31日前使用以上「加大码生日优惠」，补祝生日。 

 
1 标准成人门票为港币 198 元，小童及长者门票为港币 128 元。 



 
时刻保持警惕   加强十大防疫措施为访客及员工缔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天际 100 将密切监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发展并已实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于安排员工

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须持阴性结果方可上班，员工将持续每 14 天进行以上检测一

次，以保障访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此外，天际 100 已进一步加强十大防疫措施，确

保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又放心！  
 
进入天际 100 前： 
 
1. 所有访客于进入天际 100 范围前须先扫描「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序二维码或填写健

康申报表，并注明入场时间及同行人士姓名，以便在有需要时追踪及联络 
2. 曾外游之访客须于回港 21 天后始到访天际 100 
3. 所有访客及员工进场前及于天际 100 范围内必须持续佩戴口罩，并以消毒搓手液清洁

双手后才可进场 
4. 接受体温检查，体温高于摄氏 37.5 度之人士将不予安排入场，并建议立即前往医院治

理 
 
进入天际 100 范围后： 
 
5. 于入口处增设智能消毒站，以自动感应喷雾为所有员工及访客提供全身衣物消毒 
6. 为所有扶手电梯之扶手带及升降机厢每两小时进行消毒 
7. 所有升降机厢表面已经涂上具杀菌功效之纳米涂层，以防止细菌及病毒积聚 
8. 每日于观景台开放前进行全面空气消毒杀菌，并于观景台开放期间派出智能管家于观

景台定时巡逻喷洒消毒喷雾，持续杀菌 
9. 以 1：49 的稀释漂白水在所有公众地区每日作三次深层清洁 
10. 密切监察及适时作出人流管制，包括升降机及观景台范围内，访客最多可四人一组同

游，每组之间须保持至少有 1.5 米距离 
 
如访客未能遵守以上防疫措施，天际 100 将会拒绝该访客进场或逗留。 以上抗疫措施或

会为大家带来不便，恳请各位见谅，一起与天际 100 携手抗疫。  
 
此外，天际100已成为「卫生抗疫措施认证计划」认证机构之一，此计划由旅发局与香港

品质保证局合作，为旅游相关行业提供统一的卫生防疫指引，期望帮助公众认识行业已采

取的卫生防疫措施，增加旅客日后访港的信心，让访客能更安心前来参观。  
详情请浏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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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际100"加大码生日优惠」详情*： 
 
日期 : 即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开放时间 : 每日上午 11 时 30 分至晚上 8 时 30 分（最后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地点 : 香港九龙站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查询电话 : 852 - 2613 3888 （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6 时） 

 

*天际 100 的开放时间或会不时更改，建议亲临前浏览天际 100 官方网站查看有关细则及开放时间。 以上套
票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官方网站。  

有关更多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的详情，请参阅官方网站：www.sky100.com.hk，Facebook 专页：

www.facebook.com/sky100hk，及微博：http://weibo.com/sky100hk。  
 

— 完 — 
 

关于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由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兴建的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位于全港最高的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观景台离海拔 393 米高，是全港唯一能 360 度鸟瞰全港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观及维

港景色的室内观景台，亦是香港必游地标。 连接主要交通网络，邻近西九龙高铁总站及

国际级购物商场，是旅客访港必到的第一站。 其更拥有全港最快双层电梯，只需 60 秒直

达 100 楼。 观景台设有多项多媒体设施展示香港的文化特色。 「爱在天际」光影汇演与

窗外的维港景致互相晖映，令迷人的维港夜景更璀璨。 天际 100 手机应用程式配合「天

际动感虚拟体验区」让访客透过 VR 及 AR 技术多角度探索香港的不同面貌。 位于观景台

西面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坐拥广阔海景并供应一系列精致轻食，

为访客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 无论不同季节及时分，访客与至爱亲朋都可拥有一

个难忘的高空天际之旅。  
 
天际 100 以摄人的景致及优秀的服务质素，除了获著名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由 2014 年起

连续 7 年颁发「旅行者之选奖」外（前称为「卓越奖」），亦获 CNN 评为「香港 17 个美

丽的地方」之一。 天际 100 亦是香港游乐园及景点协会的八大创会成员之一，亦是国际

组织 World Federation of Great Towers 在香港的唯一成员。  
 
此新闻稿由智悦公关策划代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发放。 传媒查询请联系：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卢恺欣小姐 
电话：（852） 2613 3831 
电子邮件：kathylo@sky100.com.hk 

智悦公关策划 
胡杏贤小姐 /李泽茵小姐 
电话 ： （852） 2560 8186 或 （852） 2560 8551 
电 子 邮 件 ：  cherrywu@joyoushk.com / 
janicelee@joyoushk.com 

http://www.sky100.com.hk/
http://h/
ht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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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今年 10 岁

啦！ 为庆祝开业 10 周年，天际 100 由即日起

至 6 月 30 日期间率先推出港人专享「加大码

生日优惠」，以答谢香港人多年来的支持，同

时亦为一系列的 10 周年庆祝活动及多项惊喜

优惠揭开序幕！  
 

 

图像 2：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于生日月份到访

天际 100 可享生日免费入场，只需出示香港身

份证或出生证明书，并带同最少一位亲友到

访，同行亲友即可享「加大码生日优惠」，以

标准门票半价购票 ，比原本的生日优惠以七

折购票更着数 ;而寿星则可获赠门票免费入

场，折扣后：同行成人亲友门票只需港币 99
元，小童或长者门票只需港币 64 元，而且最

多 3 位随行亲友可享此门票半价优惠。  
 

 

图像 3： 
生日当然要「高高庆庆」，登上天际 100 在 
393 米高空一边俯瞰迷人的天际线，与物品变

得更难忘！  
 
此外，较早前观景台因配合政府抗疫措施，于

去年 12 月 2 日至今年 2 月 17 日关闭，受影响

期间，12 月至 2 月份生日寿星亦可于 3 月 31
日前使用以上「加大码生日优惠」，补祝生

日。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可于生日月份可

以超优惠价港币 298 元，于天际 100 官方网站

购买「加大码最高『庆'生日套票」，包括成

人门票两张及半磅朱古力蛋糕一个，于 10 周

年推广期间天际 100 更加送两杯 Nespresso 咖

啡或 TWG 茗茶。 幼滑香甜的朱古力蛋糕配上



香浓的热饮，让您能与挚爱在高空美景下庆

生，令这一年一度的大日子加倍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