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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 4 月 21 日重新開業 

全面加強防疫措施 令大家玩樂安心 

迎來開業 11 週年 即日推出四大生日驚喜優惠 
 
（香港，2022 年 4 月 19 日）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 4 月 21 日（星期四）重新開放迎接各

位訪客，並同時推出一連串開業 11週年推廣優惠「全城慶賀我生日」的入場折扣，包括快閃

驚喜價 11 元門票、189 元三人家庭套票、港人專享生日免費套票等等，同場有擺設巨型天際

福運風車和不同大小的風車陣，歡迎訪客親手轉動小型風車，祈盼把所有幸福、快樂、健康、

財運等等的福澤通通轉回來。 

 

天際 100 團隊已經準備就緒並加強十大防疫措施繼續謹慎防疫，訪客須使用「安心出行」及

「疫苗通行證」流動應用程式記錄到訪並且時刻佩戴口罩，健康及安全至為重要，拍照時請

須佩戴口罩，另外設有智能消毒站，為訪客及員工於進場時提供全身衣物消毒，及派出智能

管家於觀景台定時巡邏噴灑消毒噴霧，令大家安心暢遊！官方網站將於 4 月 19 日開始售票，

歡迎預購各款超值門票及餐飲套票。立即與親友們來計劃漫遊西九龍一天，登上 393 米高的

觀景台瞭望維港美景，舒心解壓，一起共聚歡樂時刻吧！ 

 

▪ 第一彈：港幣 11 元購買天際 100 門票 

天際 100 – 11 歲生日快樂！ 

自 2011 年起，位於香港最高商廈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層的天際 100，開業便成為城中最頂端

的觀景台，11 年來真誠地接待各國訪客同時亦感恩與香港人結伴同行見證著香江風貌變遷的

獨特景色。天際 100 誠邀全港市民齊來同樂賀 11 週年誌慶，由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為期 5

天，推出限時快閃搶購「驚喜價港幣 11 元」天際 100 入場門票，門票需於 5 月 21 日前使

用，成人、長者或小童均可享用此優惠價購買標準門票入場，別錯過機會啦！ 

購票優惠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 （*需於 5 月 21 日前換領及到訪） 

優惠票發售日： 2022 年 4 月 19 日開始 

優惠票價： 成人、長者及小童同價 港幣 11 元  

購票網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1st-anniversary-flash-sales/ 

 

▪ 第二彈：家庭精選套票  三人同遊只需港幣 189 元 

疫情下小朋友留在家中上網課未能外出，難免感到十分鬱悶，放寛防疫措施後是時候出走玩

樂放鬆一下啦！ 

西九文化區落成開幕後便成為近期一家大細旅遊熱點，天際 100 觀景台既是座落於西九文化

區，也是合家歡好去處的不二之選。第二彈推出週年精選優惠以港幣 189 元可選購家庭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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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2022/4/19 

三人同遊天際 100，期待各位訪客帶同家人到全港最高的觀景台來宏觀維港景色，享受溫馨

家庭樂。另外，下載天際 100 手機應用程式配合「天際動感虛擬體驗區」，讓訪客可透過 VR 

及 AR 技術多角度探索香港的不同面貌，增添觀景的樂趣。現在持有家庭套票可以特價優惠

港幣 99 元加購 6R 照片攝影服務，由專業攝影師拍攝為你們捕捉最燦爛的笑容，還有多款天

際高空的趣味拍照背景任君選擇，為大家留下開心回憶！ 

購票優惠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優惠票價： 三人家庭套票價港幣 189 元（適用於成人、長者或小童同行） 

購票方法： 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訂購（*需自選指定日子）或一樓票務中心購票 

購票網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189-family-package-for-3/ 

 

▪ 第三彈：標準門票一律港幣 68 元 

第三彈重磅優惠緊接而來！為答謝香港市民與天際 100 並肩同行邁向 11 週年，特別推出週年

門票優惠！在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推廣期間，標準門票正價港幣 198 元優惠減至港幣 68

元，限時優惠，萬勿錯過。 

購票優惠期： 2022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優惠票價： 成人、長者及小童同價 港幣 68 元  

購票方法： 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訂購（*需自選指定日子）或一樓票務中心購票 

購票網站： https://sky100.com.hk/zh-hant/offers/68-standard-ticket/ 

 

▪ 第四彈：港人專享加大碼生日優惠 – 壽星免費入場 

天際 100 的生日優惠，自推出以來極受歡迎，為不少港人於海拔 393 米高空上締造了難忘的

回憶，現加碼推出重磅優惠！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凡於生日月份到訪天際 100 可享生

日免費入場、生日禮遇尊享 8 折優惠折扣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惠顧指定

輕食食品、拍照館及禮品店購買特定產品，還有補祝 1 月至 4 月份生日壽星亦同樣可於推廣

期享用此優惠，只需於一樓票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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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價優惠購買標準門票，折扣後每位成人門票只

需港幣 99 元，小童或長者門票則只需港幣 64 元，邀請最多三位隨行親友可享此門票半價優

惠，一起在天際 100 同慶生辰！ 

購票優惠期： 由即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優惠票價： 1 月至 6 月生日月份的訪客免費 ;最多三位同行親友每位港幣 99 元； 

小童或長者港幣 64 元 

購票方法： 於一樓票務中心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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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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卡熱點：巨型天際福運風車玩轉 360 度 

為慶祝 11 週年誌慶，天際 100 特別設計了 2.5 米高的自動旋轉巨型風車，透過福運風車將好

運氣帶給各位訪客，讓大家開開心心行大運，俯瞰不同方向的維港景緻。風車設計配以數十

朵嬌妍多姿的奇花異草、形態萬千的飄雲，設計華麗又富有時代感，連同多款吉祥小風車，

期待各位訪客來親手轉一轉小風車扭轉乾坤、祈求身體健康、福運連年，希望送走疫情！與

天際 100 一起祈禱著香港有更美好的明天吧！ 

 
▪ 美饌推介：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全新輕食餐點 

位於觀景台西面區的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坐擁廣闊的海景和迷人的天際線，

由五星級酒店團隊製作精緻美食為您味覺上帶來滋味享受，現時餐牌新增了輕食餐點，如鹹

點菠菜菲達芝士酥皮餡餅、大蔥蛋批、經典免治牛肉批及火腿芝士酥卷，令人回味無窮。今

次推出的全新美饌餐飲套票只需港幣 288 元，包含成人門票 1 張，1 款鹹點、時令沙律和飲

品，還可以選擇其他輕食如意大利烤餅或窩夫，非常吸引！美食美景兼備的 Café 100，無論

是白天、日落或晚上，景色同樣令人陶醉，讓您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停下來享受片刻

悠閑自在。 

 

▪ 特別安排: 受影響及未使用的門票 

鑒於配合政府防控措施而關閉的關係，受影響的門票及包括 SmarTone 免費門

票、贈票或其他類別門票等的客人，請保留未使用的門票並於觀景台重開後於

4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攜帶該門票到票務中心換取新門票入場。有關門票

只適用於換領門票當天使用，逾期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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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票期間： 直至 2023 年 1 月 3 日 

美饌套票： 港幣 288 元 

（包含天際 100 成人標準門票 1 張、指定輕食及飲品，免加一服務費） 

購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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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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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場時間: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 時至晚上 8 時 30 分  (最後入場 時間為 8 時正) 

售票處    : 香港九龍站環球貿易廣場(ICC) 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 

查詢熱線: 852 – 2613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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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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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規例及指引，實

施了健康及安全措施如「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入場安排、體溫探測、佩戴口罩、社

交距離、加強清潔消毒、前線員工定期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以及一系列防疫措施，確保大

家可以玩得開心又放心，詳情請參閱: https://bit.ly/36Ihw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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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及照片下載 : https://bit.ly/3FWBN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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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業珊小姐 Phoebe Wong 

電話：(852) 2613 3805 

電郵：phoebeyswong@sky100.com.hk 

智悅公關策劃 

李澤茵小姐 Janice Lee 

電話 : (852) 2560 8551 

電郵: janicelee@joyoushk.com 

 
 
 
 
 
 
 

https://bit.ly/36IhwVy
https://bit.ly/3xoBKw4
https://bit.ly/3FWBN5N
mailto:phoebeyswong@sky100.com.hk
mailto:janicelee@joyou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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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圖片 1：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將於 4 月 21 日（星期四）

重新開放迎接各位訪客並同時推出一連串開業

11 週年推廣優惠「全城慶賀我生日」的入場折

扣以及高空美饌套票，把握機會享盡超值優惠來

欣賞維港美景吧！ 

 
由 4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期間，只要經天際 100

官網可搶購快閃優惠港幣 11 元入場門票一張，

萬勿錯過機會！門票需於 5 月 21 日前使用，大

家可趁 5 月多個節日假期到訪天際 100，在 393

米高空環遊香港，興「高」采烈地渡過精彩的一

天。 

 

圖片 2： 

天際 100 推出家庭精選套票，三人同遊只需港幣

189 元並可於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推廣期間購

買套票，享受高空的家庭樂。另外持有家庭套票

可以特價優惠港幣 99 元加購 6R 照片攝影服務留

下難忘回憶。 

 

圖片 3： 

為答謝港人支持，天際 100 將於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特別推出週年門票，每位訪客享用

優惠價以港幣 68 元購買入場門票乙張，觀賞香

港的絕色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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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4： 

天際 100 將特設「巨型天際福運風車」和色彩繽

紛的風車陣，邀請您與摯友一起於全港最高地標

的觀景台來親手轉動吉祥小型風車玩轉 360 度，

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好運、財運通通轉進來! 

 圖片 5： 

由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港人凡於生日月份到訪

天際 100 可享生日免費入場、生日禮遇尊享 8 折

優惠折扣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惠顧指定輕食食品、拍照館及禮品店購買

特定產品，還有額外補祝 1 月至 4 月份生日壽星

亦同樣可於推廣期享用此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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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美食美景兼備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了全新輕食餐點以及美饌餐飲套

票每位只需港幣 288 元，包含成人門票 1 張，1

款鹹點、時令沙律和飲品，另可選擇其他輕食如

意大利烤餅或窩夫，非常吸引! 套票不設加一服

務費，現於天際 100 官方網頁發售。 

 

圖片 7： 

天際 100 防疫措施 - 入場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