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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秋意浓情下午茶」 
秋日限时优惠 二人下午茶套票平日只需港币$498 

  
（香港，2021 年 10 月 8日）踏入十月，秋意渐浓，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亦为这浪漫的季节推出了全新的「秋意浓情下午茶」，以时令食材如紫薯、栗子和核桃等入

馔，设计出8款精致美味的咸甜 美点，当中紫薯栗子奶冻口感细滑，入口速溶，而枫糖核桃

蛋糕内啖啖香脆烤核桃配上香甜软糯的蛋糕，令人回味无穷，还有缀有紫色小花的龙虾芥末

蜂蜜蛋饼及银箔的绿茶红豆芝士蛋糕，为秋日食材带出丰富的色彩对比，打卡一流，在天际

100辽阔的360度香港美景衬托下，让您的眼睛和味蕾一同享受！  
 
配合全新的下午茶主题，天际 100 亦特别推出了秋日限定优惠，「Café100 by The Ritz-
Carlton， Hong Kong 秋意浓情下午茶套票」由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以优惠价于天

际 100 官方网站发售，并不设加一服务费。  「周一至五套票」适用于星期一至五（公众假

期除外）只需港币$498;「周末套票」适用于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亦只需港币$568， 套票

已包括天际 100 入场门票两张及两位用下午茶。  
「 秋 意 浓 情 下 午 茶 」 餐 单 ：   https://d395vcjurtz71r.cloudfront.net/offer/private/2021-
%20Afternoon%20tea%20set-4th%20%20Quarter.pdf 
优惠详情请参阅天际 100 网页：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cafe-100-afternoon-tea-for-
two/。  
 

 
图片 1：踏入十月，秋意渐浓，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亦为这浪漫的季节

推出了全新的「秋意浓情下午茶」，以时令食材如紫薯、栗子、梨及柚子等入馔，设计出 8
款精致美味的咸甜美 点。   

https://d395vcjurtz71r.cloudfront.net/offer/private/2021-%20Afternoon%20tea%20set-4th%20%20Quart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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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 及 3： 
缀有紫色小花的龙虾芥末蜂

蜜蛋饼及银箔的绿茶红豆芝

士蛋糕，为金黄色的秋日食

材带出丰富的色彩对比。 
  

 
 

图片 4： 
精致美味的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秋意浓情下午茶，在天际100辽阔的360
度香港美景衬托下，让您的眼睛和味蕾一同享受！  
 

 

图片 5： 
踏入秋季，日落的时间也提

早至下午 6 时左右，在品尝

美味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
Carlton， Hong Kong 秋日高

空下午茶之余，更可一边欣

赏天际 100 著名的日落美

景。  
 
时刻保持警惕   防疫措施为访客及员工缔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天际 100 一直密切监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发展，并按政府要求及配合本港现时有关的防疫

指引，实施了一系列防疫措施，确保大家可以玩得开心又放心，详情请参阅：

https://sky100.com.hk/zh-hant/enhanced-preventive-anti-epidemic-measures/ 
 

https://sky100.com.hk/zh-hant/enhanced-preventive-anti-epidemic-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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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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访问： 
https://bit.ly/3xoBKw4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秋意浓情下午茶」及秋日限时优惠* 
 

推广日期 : 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天际 100 开放时间 : 每日上午 10 时至晚上 8 时 30 分（最后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下午茶用餐时间 : 每日中午 12 时至下午 6 时（最后入座时间为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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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时间上午 10 时至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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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设施，包括「5G LAB @ 天际 100」展示 5G 科技于香港各行各业及

日常生活的最新应用。 天际 100手机应用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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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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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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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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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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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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