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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将于 4月 21日重新开业 

全面加强防疫措施 令大家玩乐安心 

迎来开业 11周年 即日推出四大生日惊喜优惠 
 
（香港，2022 年 4 月 19 日）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将于 4 月 21 日（星期四）重新开放迎接各

位访客并同时推出一连串开业 11周年推广优惠「全城庆贺我生日」的入场折扣，包括快闪惊

喜价 11元门票、189元三人家庭套票、港人专享生日免费套票等等 ，同场有摆设巨型天际福

运风车和不同大小的风车阵，欢迎访客亲手转动小型风车，祈盼把所有幸福、快乐、健康、

财运等等的福泽通通转回来。  

 

天际 100 团队已经准备就绪并加强十大防疫措施继续谨慎防疫，访客须使用「安心出行」及

「疫苗通行证」流动应用程序记录到访并且时刻佩戴口罩，健康及安全至为重要，拍照时请

须 佩戴口罩，另外设有智能消毒站，为访客及员工于进场时提供全身衣物消毒，及派出智能

管家于观景台定时巡逻喷洒 消毒喷雾，令大家安心畅游！ 官方网站将于 4 月 19 日开始售票

，欢迎预购各款超值门票及餐饮套票。 立即与亲友们来计划漫游西九龙一天，登上 393 米高

的观景台瞭望维港美景，舒心解压，一起共聚欢乐时刻吧！  

 

▪ 第一弹：港币 11 元购买天际 100 门票 

天际 100 – 11岁生日快乐！ 

自 2011 年起位于香港最高商厦环球贸易广场 100 楼层的天际 100，开业便成为城中最顶端的

观景台，11 年来真诚地接待各国访客同时亦感恩与香港人结伴同行见证着香江风貌变迁的独

特景色。 天际 100 诚邀全港市民齐来同乐贺 11 周年志庆，由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为期 5

天，推出限时快闪抢购「惊喜价港币 11 元」 天际 100 入场门票，门票需于 5 月 21 日前使

用，成人、长者或小童均可享用此优惠价购买标准门票入场，别错过机会啦！  

购票优惠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 （*需于 5 月 21 日前换领及到访） 

优惠票发售日： 2022 年 4 月 19 日开始 

优惠票价 ： 成人、长者及小童同价 港币 11 元 

购票网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1st-anniversary-flash-sales/ 

 

▪ 第二弹：家庭精选套票  三人同游只需港币 189 元 

疫情下小朋友留在家中上网课未能外出，难免感到十分郁闷，放寛防疫措施后是时候出走玩

乐放松一下啦！  

西九文化区落成开幕后便成为近期一家大细旅游热点，天际100观景台既是座落于西九文化

区，也是合家欢好去处的不二之选。第二弹推出周年精选优惠以港币189元可选购家庭套票，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1st-anniversary-flash-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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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同游天际100，期待各位访客带同家人到全港最高的观景台来宏观维港景色，享受温馨

家庭乐。另外，下载天际100手机应用程式配合「天际动感虚拟体验区」，让访客可透过VR

及AR技术多角度探索香港的不同面貌，增添观景的乐趣。 

现在持有家庭套票可以特价优惠港币99元加购6R照片摄影服务，由专业摄影师拍摄为你们捕

捉最灿烂的笑容，还有 多款天际高空的趣味拍照背景任君选择，为大家留下开心回忆！  

购票优惠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优惠票价 ： 三人家庭套票价港币 189 元（适用于成人、长者或小童同行） 

购票方法： 于天际 100 官方网站订购（*需自选指定日子）或一楼票务中心购票 

购票网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89-family-package-for-3/ 

 

▪ 第三弹：标准门票一律港币 68 元 

第三弹重磅优惠紧接而来！ 为答谢香港市民与天际 100 并肩同行迈向 11 周年，特别推出周

年门票优惠！ 在 4月 26日至 6月 30日推广期间，标准门票正价港币 198元优惠减至港币 68

元，限时优惠，万勿错过。  

购票优惠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优惠票价 ： 成人、长者及小童同价 港币 68 元 

购票方法： 于天际 100 官方网站订购（*需自选指定日子）或一楼票务中心购票 

购票网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68-standard-ticket/ 

 

▪ 第四弹：港人专享加大码生日优惠 – 寿星免费入场 

天际 100 的生日优惠，自推出以来极受欢迎，为不少港人于海拔 393 米高空上缔造了难忘的

回忆，现加码推出重磅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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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礼遇尊享 8折优惠折扣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惠

顾指定轻食 食品、拍照馆及礼品店购买特定产品，还有补祝 1月至 4月份生日寿星亦同样 可

于推广期享用此优惠，只需于一楼票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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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价优惠购买 标准门票，折扣后每位成人

门票只需港币 99 元，小童或长者门票则只需港币 64 元，邀请最多三位随行亲友可享此门票

半价优惠， 一起在天际 100同庆生辰！  

购票优惠期： 由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优惠票价 ： 1 月至 6 月生日月份的访客免费 ; 最多三位同行亲友每位港币 99 元; 

小童或长者港币 64 元 

购票方法： 于一楼票务中心购票 

 

▪ 打卡热点：巨型天际福运风车玩转 360 度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89-family-package-for-3/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68-standard-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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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 11 周年志庆，天际 100 特别设计了 2.5 米高的自动旋转巨型风车，透过福运风车将好

运气带给各位访客，让大家开开心心行大运，俯瞰不同方向的维港景致。 风车设计配以数十

朵娇妍多姿的奇花异草、形态万千的飘云，设计华丽又富有时代感，连同多款吉祥小风车，

期待各位访客来亲手转一转小风车扭转乾坤、祈求身体健康、福运连年 ，希望送走疫情！ 与

天际 100一起祈祷着香港有更美好的明天吧！  

 
▪ 美馔推介：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全新轻食餐点 

位于观景台西面区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坐拥广阔的海景和迷人的天际

线，由五星级酒店团队制作精致美食为您味觉上带来滋味享受，现时餐牌新增了轻食餐点，

如咸点菠菜菲达芝士酥皮馅饼、大葱蛋批、经典免治牛肉批及火腿芝士酥卷，令人回味无穷

。 今次推出的全新美馔餐饮套票只需港币 288 元，包含成人门票 1 张，1 款咸点、时令沙律

和饮品，还可以选择其他轻食如意大利烤饼或窝夫，非常吸引！ 美食美景兼备的 Café 100，

无论是白天、日落或晚上，景色同样令人陶醉，让您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停下来享受

片刻悠闲自在。  

 

▪ 特别安排： 受影响及未使用的门票 

鉴于配合政府防控措施而关闭的关系，受影响的门票及包括 SmarTone免费门票

、赠票或其他类别门票等的客人，请保留未使用的门票并于观景台重开后于 4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携带该门票到票务中心换取新门票入场。 有关门票

只适用于换领门票当天使用，逾期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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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票期间： 直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美馔套票： 港币 288 元 

（包含天际 100 成人标准门票 1 张、指定轻食及饮品，免加一服务费） 

购票网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cafe100-dining-package/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2021-cafe100-dining-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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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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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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场时间：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时至晚上 8时 30分  （最后入场 时间为 8时正） 

售票处    ： 香港九龙站环球贸易广场（ICC） 天际 100一楼票务大堂 

查询热线： 852 – 2613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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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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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规例及指引，实

施了健康及安全措施如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入场安排、体温探测、佩戴口罩、社交距离、

加强清洁消毒、前线员工定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以及一系列防疫措施，确保大家可以玩

得开心又放心 ，详情请参阅： https://bit.ly/36Ihw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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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ly/3xoBKw4 
 
 

新闻稿和照片下载 ： https://pan.baidu.com/s/1bT6BIy93ty50Y73QOopzig?pwd=v81v  

提取码: v8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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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业珊小姐 Phoebe Wong 

电话：（852） 2613 3805 

电邮：phoebeyswong@sky100.com.hk 

智悦公关策划李泽茵小姐 Janice Lee 

 
电话 ： （852） 2560 8551 

电邮： janicelee@joyoushk.com 

 
 
 
 
 
 
 
图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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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xoBKw4
https://pan.baidu.com/s/1bT6BIy93ty50Y73QOopzig?pwd=v81v%20
mailto:phoebeyswong@sky100.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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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将于 4 月 21 日（星期四）重

新开放迎接各位访客并同时推出一连串开业 11 周

年推广优惠「全城庆贺我生日」的入场折扣以及

高空美馔套票 ，把握机会享尽超值优惠来欣赏维

港美景吧！  

 
由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期间，只要经天际 100

官网可抢购快闪优惠 港币 11 元入场门票一张，万

勿错过机会！ 门票需于 5 月 21 日前使用，大家可

趁 5 月多个节日假期到访天际 100，在 393 米高空

环游香港，兴「高」采烈地渡过精彩的一天。  

 

图片 2： 

天际 100 推出家庭精选套票，三人同游只需港币

189 元并可于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推广期间购买 

套票，享受高空的家庭乐。 另外持有家庭套票可

以特价优惠港币 99 元加购 6R 照片摄影服务留下

难忘回忆。  

 

图片 3： 

为答谢港人支持，天际 100 将于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特别推出周年门票，每位访客享用 优惠

价以港币 68 元购买入场门票以张，观赏香港的绝

色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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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4： 

天际 100 将特设「巨型天际福运风车」和色彩缤

纷的风车阵，邀请您与挚友一起于全港最高地标

的观景台 来亲手转动吉祥小型风车玩转 360 度，

祝愿各位身体健康、好运、财运通通转进来！ 

 

图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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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礼遇尊享 8 折优

惠折扣于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惠顾指定轻食食品、拍照馆及礼品店购买特定产

品，还有额外补祝 1 月至 4 月份生日寿星亦同样 

可于推广期享用此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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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标准门票半价购票。  

 

图片 6： 

美食美景兼备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了全新轻食餐点以及美馔餐饮套票

每位只需港币 288 元，包含成人门票 1 张，1 款咸

点、时令沙律和饮品，另可选择其他轻食如意大

利烤饼或窝夫，非常吸引！  套票不设加一服务费

，现于天际 100 官方网页发售。  

 

图片 7： 

天际 100 防疫措施 - 入场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