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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中秋佳節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推出四款「秋日驚喜優惠」 
包括二人同行門票、重磅生日優惠及專為小朋友而設的導賞遊 

  
（香港，2021 年 9 月 17 日）為慶祝中秋佳節，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由即日起

推出四款「秋日驚喜優惠」，包括「二人同行門票優惠」，平均每位只需港幣$60，優惠高

達三折! 「港人專享加大碼生日優惠」，由即日起壽星於生日月份除了可享免門票外，同行

親友亦可享門票半價優惠。另有全新登場的「Café 100 最高『慶』迷你生日派對」，讓壽星

可與三位親友一邊品嚐由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精心炮製的生日蛋糕及美

食，一邊在壯麗的香港天際線前盡情打卡慶生！還有專為小朋友而設的「高空童遊香港」，

除了有兒童專屬的高空導賞遊，介紹天際 100 外望的景觀建築及 SmarTone「5G LAB」的 5G
科技應用外，更包括有趣的互動問答遊戲，讓小朋友可寓學習於娛樂！ 
 
優惠詳情: 
(1) 天際 100「二人同行門票優惠」以原價三折購買門票 
中秋將至，天際 100 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推出「二人同行門票優惠」，只需港幣$120 即可購

買兩張入場門票 (原價港幣$396) 折實為原價 1的三折！額外門票亦可享港幣$60一張的優惠，

適用於成人、小童及長者於平日或週末到訪。讓大家在佳節當前可與家人好友一同登上天際

100，在 393 米的高空以更近的距離欣賞又大又圓的月亮，和 360 度環迴俯瞰香港壯麗的天

際線及維港夜景；觀景台上更設有 SmarTone「5G LAB」，可一邊欣賞美景一邊試玩各種 5G 科

技應用，與家人共渡美好時光。「二人同行門票優惠」每日名額有限，可於天際 100 官方網

頁優先訂購，尚有餘額將於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即日發售。優惠詳情請參閱天際 100 網頁: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two-to-go-ticket/ 。 

 

此外，為慶祝中秋節，由 9 月 18 日至 21 日，購買指定天際 100 門票及套票，即可獲贈中秋

節傳統燈籠一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2) 「港人專享加大碼生日優惠」壽星生日月份免費入場   同行親友更可享門票半價優惠 
天際 100 的生日優惠，自推出以來極受歡迎，為不少港人於高空締造了難忘的回憶，現加碼

推出重磅優惠！由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港人凡於生日月份到訪天際 100 可享生日免費入場，

只需於一樓票務大堂出示香港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並帶同最少一位親友到訪，同行親友即

可享「加大碼生日優惠」，以標準門票半價購票，比原本的生日優惠以七折購票更著數，折

扣後同行親友成人門票只需港幣$99，小童或長者門票只需港幣$64，而且最多三位隨行親友

可享此門票半價優惠，於天際 100 同慶生辰！優惠詳情請參閱天際 100 網頁 :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extraordinary-birthday-offer/  
  

 
1 標準成人門票為港幣 198 元，小童及長者門票為港幣 128 元。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two-to-go-ticket/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extraordinary-birthday-offer/


 

 

新聞稿 

(3) 「Café 100 最高『慶』迷你生日派對」集齊美食、美景、打卡位，閨蜜慶生必然之選 
想為好友的締造一個難忘的生日回憶嗎？今年就帶她來天際100，與幾位閨蜜好友一起送她

一個高人一等的空中生日會！全新推出的「Café 100 最高『慶』迷你生日派對」，套票只需

港幣$698 (不設加一服務費)，已包括四張天際100入場門票、由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精心炮製的朱古力生日蛋糕、兩份自選派對小食及四杯飲品。天際100更特別為您

準備好派對小道具，配上壯麗迷人的天際線作背景，讓您可與好友盡情打卡，留下獨一無二

的回憶！「Café 100 最高『慶』迷你生日派對」套票將於9月21日起於天際100網頁獨家發售，

敬請密切留意！ 
 
(4) 「高空童遊香港 」小朋友專屬的導賞遊 
小朋友聚會除了玩樂，還可以具有教育意義，寓學習於娛樂！無論是孩子的生日派對，或是

週末的同學仔聚會，天際 100 全新推出的「高空童遊香港」絕對是最佳的選擇，套票為港幣

$2,200，已包括最多 20 位入場門票（包括小童及家長），由專人提供一小時的天際 100 及

SmarTone 「5G LAB」導賞遊，期間會以有趣互動的方式介紹香港特式的建築、鮮為人知的地

區文化小故事及 5G 科技在香港各行各業的應用，完成參觀後天際 100 更會安排攝影師拍攝

一張團體照片作為紀念。 
 
您亦可為小朋友加配由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提供的野餐籃午餐或「麗思兒童飛行探奇之

旅」。野餐籃午餐包括 20 人份量之食物、飲品、餐具及野餐墊，讓孩子與他們的小伙伴在

參加「高空童遊香港」後可一同前往毗鄰的西九苗圃公園野餐。「麗思兒童飛行探奇之旅」

包括由 Junior Aviator Academy (JAA) 提供 90 分鐘模擬飛行航空課程、JAA 機長 T-shirt 連 JAA
名牌及由酒店行政總廚設計的午餐，如有小朋友生日，更可免費升級至生日主題的兒童飛行

員派對，並獲贈三磅生日蛋糕。有關「高空童遊香港」及可自由加配的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的野餐籃午餐和「麗思兒童飛行探奇之旅」，請參閱天際 100 網頁: 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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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xoBKw4   
 
  

https://sky100.com.hk/zh-hant/enhanced-preventive-anti-epidemic-measures/
https://bit.ly/3xoBK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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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秋日驚喜限時優惠」詳情*： 
 

推廣日期 : 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開放時間 : 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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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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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設施，包括「5G LAB @ 天際 100」展示 5G 科技於香港各行各業及
日常生活的最新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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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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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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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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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中秋佳節，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由即日

起推出四款「秋日驚喜優惠」 

  

圖片 2： 
中秋將至，天際 100 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推出「二人同行門

票優惠」，只需港幣$120 即可購買兩張入場門票 (原價港幣

$396) 折實為原價的三折！額外門票亦可享港幣$60 一張的

優惠，適用於成人、小童及長者於平日或週末到訪。 

 

 

圖片 3： 
中秋佳節當前可與家人好友一同登上天際 100，在 393 米的

高空以更近的距離欣賞又大又圓的月亮，和 360 度環迴俯瞰

香港壯麗的天際線及維港夜景。 

 

 

圖片 4： 
天際 100 現加碼推出重磅生日優惠！由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港人凡於生日月份到訪天際 100 可享生日免費入場，只

需於一樓票務大堂出示香港身份證或出生證明書，並帶同最

少一位親友到訪，同行親友即可享「加大碼生日優惠」，以

標準門票半價購票。 

 

圖片 5： 
全新推出的「Café 100 最高『慶』迷你生日派對」，套票只

需港幣$698 (不設加一服務費)，已包括四張天際 100 入場門

票、由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精心炮製的朱

古力生日蛋糕、兩份自選派對小食及四杯飲品。天際 100 更

特別為您準備好派對小道具，配上壯麗迷人的天際線作背

景，讓您可與好友盡情打卡，留下獨一無二的回憶！ 

To be 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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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 
無論是孩子的生日派對，或是週末的同學仔聚會，天際 100
全新推出的「高空童遊香港」絕對是最佳的選擇，套票為港

幣$2,200，已包括最多20位入場門票（包括小童及家長），

由專人提供一小時的天際 100 及 SmarTone 「5G LAB」導賞

遊，期間會以有趣互動的方式介紹香港特式的建築、鮮為人

知的地區文化小故事及 5G 科技在香港各行各業的應用，完

成參觀後天際 100 更會安排攝影師拍攝一張團體照片作為紀

念。 

 

圖片 7： 
參加了「高空童遊香港」，可為小朋友加配由香港麗思卡爾

頓酒店提供的野餐籃午餐。野餐籃午餐包括 20 人份量之食

物、飲品、餐具及野餐墊，讓孩子與他們的小伙伴在參加

「高空童遊香港」後可一同前往毗鄰的西九苗圃公園野餐。 

 

圖片 8： 
「麗思兒童飛行探奇之旅」包括由 Junior Aviator Academy 
(JAA) 提供 90 分鐘模擬飛行航空課程、JAA 機長 T-shirt 連 JAA
名牌及由酒店行政總廚設計的午餐，如有小朋友生日，更可

免費升級至生日主題的兒童飛行員派對，並獲贈三磅生日蛋

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