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天际100香港观景台庆祝开业10周年优惠一浪接一浪 

适逢复活节长假 与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携手 

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馔套票优惠与港人分享生日喜悦 

 

（香港，2021 年 3 月 30 日） 即将踏入 4 月，是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10 周年的

台庆月！ 为庆祝开业 10 周年，继早前推出的「加大码生日优惠」，天际 100 将于 4 月 1 日
至 6月 30日期间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携手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馔套票

优惠，以答谢香港人多年以来的支持。 优惠包括色彩缤纷的「彩虹之上」蛋糕套票、10 周

年期间限定优惠的二人下午茶及日落晚餐套票等。 适逢今年复活节共有五日连假，天际 100
更特别安排了可爱的家族不倒翁与小朋友一同大摇大摆庆祝复活节！ 它们已经准备就绪，齐

集在天际 100等着与大家一起以维港作背景拍照留念。 入夜后，兔兔家族更会化身成彩灯，

在拍打它们的肚腩后便会转换成不同颜色，为维港的夜景增添一份可爱。 想与家人想吃好享

受复活节假期，就不要错过啦！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一系列高空美馔套票优惠： 
 

1）全新「彩虹之上」蛋糕套票优惠 为港人打打气 

抬头看见彩虹，相信大家都有试过，但脚下见到彩虹，大家又有否试过呢？其实只要每逢夏

季雨后，若于维港四周出现彩虹，在天际100大多数也能看到，而脚踏彩虹也不再是电影中

的桥段。 为庆祝10岁生日，Café100 byThe Ritz-Carlton，Hong Kong特别以此美景为题，为天

际100设计了色彩缤纷、名为「彩虹之上」的生日蛋糕，亦寓意港人在疫情后可以再创高峰，

迎来美丽的彩虹。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彩虹之上蛋糕套票」于4月1日至6月30日，将以10

周年期间限家优惠价港币168元发售（不设加一服务费），套票由即日起可于天际 100 官方

网站预订，除包含天际100门票一张、更奉送「彩虹之上」蛋糕一份并配以一杯香浓的咖啡

或茶，及港币20元的购物现金券  ，让您可于天际100礼品店自选礼品。 现金券更可以合并使

用，一家人一起换份大礼物，把天际之旅的美好回忆一起带回家！ 有关Café 100彩虹之上蛋

糕套票详情，请参阅：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rainbow-cake-set/ 

 
2）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二人下午茶套票10周年期间限定优惠 

为庆祝天际100的10岁生日，深受闺密和情侣们欢迎的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二人下午茶，于4月将推出全新菜式，咸甜点各四款，咸点包括味道浓郁的烟三文鱼意大

利软芝士瑞士卷、传统鸡蛋松露沙律法式泡芙、烤南瓜鸡肉迷你汉堡及红菜头菲芝士达意大

利饭球番配红花蛋黄酱 ; 
甜点则包括有樱花造型的柠檬蛋糕、甜味刚好的绿茶朱古力杯、香滑的柚子芝士蛋糕和配上

果酱及奶油忌廉的英式松饼。 咸甜点每款均精致美味，加上Café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rainbow-cak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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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无敌海景作背景，令人感受到满满的渡假感！ 由即日起至4月11日复活节期间，Café  
100 

更会提供复活节特别版下午茶，加入做型可爱的复活蛋及小白兔，最适合一家大小一同分享

，于天际100度过轻松愉快的复活节假期！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每日于中午12时至下午6时限量供应，二人下午茶套票包括天际100成人标准门

票两张及Café  100 二人下午茶一份。 
由即日起二人下午茶「周一至五套票」推出10周年期间限定优惠价，只需港币489元 ; 

二人下午茶「周末套票」适用于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亦只需港币569元，两款套票均不

设加一服务费，现于天际100官方网站独家发售，数量有限，售罄即止，详情 请参阅：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afternoon-tea-for-two/ 
 
3） 浪漫醉人晚餐 与佳人尽享美景佳肴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的「日落晚餐」自推出以来深受访客青睐，晚餐由

精致的三道菜组成，头盘可选餐汤或沙律，主菜则有四款选择，包括鲜嫩的大虾蘑菇扭纹粉

配蚬壳汁、味道浓郁的慢煮牛面颊配香蒜薯蓉再浇上红酒汁和惹味的 泰式椰汁红咖喱鸡配杂

菜及白饭，另有素食之选焗蘑菇千层面配车打菠菜忌廉汁;最后以精致的甜品作结，可配是

日精选蛋糕或窝夫伴北海道牛乳雪糕。 另备有「浪漫醉人二人晚餐」，除二人份晚餐外更包

括两杯餐酒可自选红酒、白酒或气泡酒。  
 
晚餐每晚于下午 6 时至 8 时供应，让您可在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的香港美景伴随下与挚爱品尝

让人回味无穷的菜肴。 晚餐后更可到天际 100东面观景台欣赏「爱在天际」光影汇演，特色

的投影与窗外的维港景致互相晖映，令迷人的维港夜景显得更璀璨。 最适合情侣约会、庆祝

生日或周年纪念日。  
 
由即日起「日落晚餐套票」推出 10 周年期间限定优惠，每位只需港币 399 元 ;  「浪漫醉人

二人晚餐套票」亦只需港币 888 元，两款套票均不设加一服务费，现于天际 100 官方网页发

售。 详情请参阅  ：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twilight-dinner-package/ 及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romantic-sunset-dinner/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总经理黄慧仪女士表示：「不经不觉天际100 
已陪伴香港人度过了十个寒暑，见证了大家许多重要的日子，如庆祝生日、求婚及婚礼宴会

等等。 
自开业以来，我们的愿景是将天际100打造成世界知名的观景台，让本地及海外游客都可在

天际100以360度鸟瞰香港全景，令观景台成为本地及海外旅客必游的景点。 
去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的旅游业，包括天际100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疫情由去

年初至今约有半年观景台需要关闭以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在此我们衷心感谢本地的访客一

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在观景台重新开放后再次到访。  
2021年为天际100开业10周年，希望在未来数月疫情可尽快过去，大家可以享受我们与Café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afternoon-tea-for-two/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twilight-dinner-package/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romantic-sunset-dinner/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romantic-sunset-dinner/


 

 

新闻稿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精心设计的餐饮，与家人好友可再次聚首一堂，而天际100将继续努力 
透过不同方式，如通过崭新的科技、更丰富的资讯来提升访客的观景体验，完美展示香港美

丽动人的天际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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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联络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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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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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100 -  10周年活动优惠详情*： 

日期 : 2021年 4月 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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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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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ky100.com.hk/
http://4f19f33d25db5259cf614ac8673ec8413d03d72f/http%3A%2F%2F%2Fh
http://4f19f33d25db5259cf614ac8673ec8413d03d72f/http%3A%2F%2F%2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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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帮助 
 

 
 

图片 1 ： 

4月是天际 100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10周年的台庆月！ 为庆祝

开业 10周年，天际 100将于 4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携手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馔套票优

惠，以答谢香港人多年以来的支持。  
 

 
 

图像 2： 

适逢今年复活节共有五日连假，天际 100更特别安排了可爱的家族

不倒翁与小朋友一同大摇大摆庆祝复活节！ 它们已经准备就绪，

齐集在天际 100 等着与大家一起以维港作背景拍照留念。 入夜

后，兔兔家族更会化身成彩灯，在拍打它们的肚腩后便会转换成

不同颜色，为维港的夜景增添一份可爱。 想与家人想吃好享受复

活节假期，就不要错过啦！  

 

图像 3： 

抬头看见彩虹，相信大家都有试过，但脚下见到彩虹，大家又有

否试过呢？其实只要每逢夏季雨后，若于维港四周出现彩虹，在

天际100大多数也能看到，而脚踏彩虹也不再是电影中的桥段。 

 

 

图像 4： 

为庆祝 10岁生日，Café100 by The Ritz-Carlton，Hong Kong特别以

彩虹美景为题，为天际 100设计了色彩缤纷、名为「彩虹之上」的

生日蛋糕，亦寓意港人在疫情后可以再创高峰，迎来美丽的彩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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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6： 

为庆祝天际100的10岁生日，深受闺密和情侣们欢迎的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二人下午茶，于4月将推出全新菜式，咸甜点各四款，每款均精

致美味。 由即日起至4月11日复活节期间，Café  100 

更会提供复活节特别版下午茶，加入做型可爱的复活蛋及小白兔

，最适合一家大小一同分享，于天际100度过轻松愉快的复活节假

期！  
 
由即日起二人下午茶「周一至五套票」推出10周年期间限定优惠

价，只需港币489元 ; 

二人下午茶「周末套票」适用于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亦只需

港币569元，两款套票均不设加一服务费，现于天际100官方网站

独家发售，数量有限，售罄即止。  

 

图片 7： 

美食加上Café 100的无敌海景作背景，令人感受到满满的渡假感！  

 

图片 8-9：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的「日落晚餐」由精致的

三道菜组成，自推出以来深受访客青睐，另备有「浪漫醉人二人

晚餐」，除二人份晚餐外更包括两杯餐酒可自选红酒、白酒或气

泡酒。  
 

由即日起「日落晚餐套票」推出 10 周年期间限定优惠，每位只需

港币 399元 ;  「浪漫醉人二人晚餐套票」亦只需港币 888元，两款

套票均不设加一服务费，现于天际 100官方网页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