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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慶祝開業 10 週年優惠一浪接一浪 
適逢復活節長假   與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攜手 

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饌套票優惠與港人分享生日喜悅 
 

 (香港，2021 年 3 月 30 日) 即將踏入 4 月，是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10 週年的台

慶月！為慶祝開業 10 週年，繼早前推出的「加大碼生日優惠」，天際 100 將於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與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攜手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饌套票優惠，以

答謝香港人多年以來的支持。優惠包括色彩繽紛的「彩虹之上」蛋糕套票、10週年期間限定

優惠的二人下午茶及日落晚餐套票等。適逢今年復活節共有五日連假，天際 100 更特別安排

了可愛的兔兔家族不倒翁與小朋友一同大搖大擺慶祝復活節！牠們已經準備就緒，齊集在天

際 100 等著與大家一起以維港作背景拍照留念。入夜後，兔兔家族更會化身成彩燈，在拍打

牠們的肚腩後便會轉換成不同顏色，為維港的夜景增添一份可愛。想與家人摰愛好享受復活

節假期，就不要錯過啦！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一系列高空美饌套票優惠: 
 

1）全新「彩虹之上」蛋糕套票優惠  為港人打打氣 
抬頭看見彩虹，相信大家都有試過，但腳下見到彩虹，大家又有否試過呢﹖其實只要每逢夏

季雨後，若於維港四周出現彩虹，在天際100大多數也能看到，而腳踏彩虹也不再是電影中

的橋段。為慶祝10歲生日，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特別以此美景為題，為天際

100設計了色彩繽紛、名為「彩虹之上」的生日蛋糕，亦寓意港人在疫情後可以再創高峰，

迎來美麗的彩虹。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彩虹之上蛋糕套票」於4月1日至6月30日，將以10
週年期間限家優惠價港幣168元發售（不設加一服務費），套票由即日起可於天際 100 官方

網站預訂，除包含天際100門票一張、更奉送「彩虹之上」蛋糕一份並配以一杯香濃的咖啡

或茶，及港幣20元的購物現金券，讓您可於天際100禮品店自選禮品。現金券更可以合併使

用，一家人一起換份大禮物，把天際之旅的美好回憶一起帶回家！有關「Café 100彩虹之上

蛋糕套票」詳情，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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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年期間限定優惠 
為慶祝天際 100 的 10 歲生日，深受閨密和情侶們歡迎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二人下午茶，於 4 月將推出全新菜式，鹹甜點各四款，鹹點包括味道濃郁的煙三文魚

意大利軟芝士瑞士卷、傳統雞蛋松露沙律法式泡芙、烤南瓜雞肉迷你漢堡及紅菜頭菲達芝士

意大利飯球配番紅花蛋黃醬 ; 甜點則包括有櫻花造型的檸檬蛋糕、甜味剛好的綠茶朱古力杯、

香滑的柚子芝士蛋糕和配上果醬及奶油忌廉的英式鬆餅。鹹甜點每款均精緻美味，加上 Café 
100 的無敵海景作背景，令人感受到滿滿的渡假感！由即日起至 4 月 11 日復活節期間，Café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rainbow-cak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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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更會提供復活節特別版下午茶，加入做型可愛的復活蛋及小白兔，最適合一家大小一同

分享，於天際 100 度過輕鬆愉快的復活節假期！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每日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限量供

應，二人下午茶套票包括天際 100 成人標準門票兩張及 Café 100 二人下午茶一份。由即日起

二人下午茶「週一至五套票」推出 10 週年期間限定優惠價，只需港幣 489 元 ; 二人下午茶

「週末套票」適用於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亦只需港幣 569 元，兩款套票均不設加一服務

費，現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獨家發售，數量有限，售罄即止，詳情請參閱 :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afternoon-tea-for-two/   
 
3) 浪漫醉人晚餐  與佳人盡享美景佳餚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日落晚餐」自推出以來深受訪客青睞，晚餐由精

緻的三道菜組成，頭盤可選餐湯或沙律，主菜則有四款選擇，包括鮮嫩的大蝦蘑菇扭紋粉配

蕃茄蜆殼汁、味道濃郁的慢煮牛面頰配香蒜薯蓉再澆上紅酒汁和惹味的泰式椰汁紅咖喱雞配

雜菜及白飯，另有素食之選焗蘑菇千層麵配車打菠菜忌廉汁；最後以精緻的甜品作結，可配

是日精選蛋糕或窩夫伴北海道牛乳雪糕。另備有「浪漫醉人二人晚餐」，除二人份晚餐外更

包括兩杯餐酒可自選紅酒、白酒或氣泡酒。 
 
晚餐每晚於下午 6 時至 8 時供應，讓您可在夕陽西下華燈初上的香港美景伴隨下與摯愛品嚐

讓人回味無窮的菜餚。晚餐後更可到天際 100 東面觀景台欣賞「愛在天際」光影匯演，特色

的投影與窗外的維港景致互相暉映，令迷人的維港夜景顯得更璀璨。最適合情侶約會、慶祝

生日或週年紀念日。 
 
由即日起「日落晚餐套票」推出 10 週年期間限定優惠，每位只需港幣 399 元 ; 「浪漫醉人二

人晚餐套票」亦只需港幣 888 元，兩款套票均不設加一服務費，現於天際 100 官方網頁發售。

詳 情 請 參 閱  :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twilight-dinner-package/ 及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romantic-sunset-dinner/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總經理黃慧儀女士表示：「不經不覺天際 100 已陪伴香港人度過了十個

寒暑，見證了大家許多重要的日子，如慶祝生日、求婚及婚禮宴會等等。自開業以來，我們

的願景是將天際 100 打造成世界知名的觀景台，讓本地及海外遊客都可在天際 100 以 360 度

鳥瞰香港全景，令觀景台成為本地及海外旅客必遊的景點。去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全球的

旅遊業，包括天際 100 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疫情由去年初至今約有半年觀景台需要關

閉以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在此我們衷心感謝本地的訪客一直以來對我們的支持，在觀景台

重新開放後再次到訪。2021 年為天際 100 開業 10 週年，希望在未來數月疫情可盡快過去，

大家可以享受我們與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精心設計的餐飲，與家人好友可

再次聚首一堂，而天際 100 將繼續努力透過不同方式，如透過嶄新的科技、更豐富的資訊來

提升訪客的觀景體驗，完美展示香港美麗動人的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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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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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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際 100 將密切監察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發展並已實施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於安排員工完

成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並須持陰性結果方可上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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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聯絡資料，以便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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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最多可四人一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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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際 100  - 10 週年活動優惠詳情*：  
日期 :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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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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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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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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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説明 
 

 
 

圖片 1： 
4 月是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10 週年的台慶月！為慶祝

開業 10 週年，天際 100 將於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與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攜手推出一系列高空美饌套票優惠，

以答謝香港人多年以來的支持。 
 

 
 

圖片 2： 
適逢今年復活節共有五日連假，天際100更特別安排了可愛的兔兔

家族不倒翁與小朋友一同大搖大擺慶祝復活節！牠們已經準備就

緒，齊集在天際100等著與大家一起以維港作背景拍照留念。入夜

後，兔兔家族更會化身成彩燈，在拍打牠們的肚腩後便會轉換成

不同顏色，為維港的夜景增添一份可愛。想與家人摰愛好享受復

活節假期，就不要錯過啦！ 

 

圖片 3： 
抬頭看見彩虹，相信大家都有試過，但腳下見到彩虹，大家又有

否試過呢﹖其實只要每逢夏季雨後，若於維港四周出現彩虹，在

天際100大多數也能看到，而腳踏彩虹也不再是電影中的橋段。 
 

 

圖片 4： 
為慶祝 10 歲生日，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特別以

彩虹美景為題，為天際100設計了色彩繽紛、名為「彩虹之上」的

生日蛋糕，亦寓意港人在疫情後可以再創高峰，迎來美麗的彩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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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6： 
為慶祝天際 100 的 10 歲生日，深受閨密和情侶們歡迎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二人下午茶，於 4 月將推出全新菜

式，鹹甜點各四款，每款均精緻美味。由即日起至 4 月 11 日復活

節期間，Café 100 更會提供復活節特別版下午茶，加入做型可愛的

復活蛋及小白兔，最適合一家大小一同分享，於天際100度過輕鬆

愉快的復活節假期！ 
 
由即日起二人下午茶「週一至五套票」推出 10 週年期間限定優惠

價，只需港幣 489 元 ; 二人下午茶「週末套票」適用於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亦只需港幣 569 元，兩款套票均不設加一服務費，

現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獨家發售，數量有限，售罄即止。 

 

圖片 7： 
美食加上Café 100的無敵海景作背景，令人感受到滿滿的渡假感！ 

 

圖片 8-9：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日落晚餐」由精緻的三

道菜組成，自推出以來深受訪客青睞，另備有「浪漫醉人二人晚

餐」，除二人份晚餐外更包括兩杯餐酒可自選紅酒、白酒或氣泡

酒。 

 

由即日起「日落晚餐套票」推出 10 週年期間限定優惠，每位只需

港幣 399 元 ; 「浪漫醉人二人晚餐套票」亦只需港幣 888 元，兩款

套票均不設加一服務費，現於天際 100 官方網頁發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