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暑期呈献「天际 100 玩到未来」 

360 度欣赏香港壮丽天际线     与时空旅行者穿越至未来城市 

发挥无限创意挑战高空任务     为暑假留下难忘回忆 
  

（香港，2019 年 7 月 8 日）乘着夏日的热浪，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於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精心呈献「天际 100 玩到未来」暑期推广活动，诚邀大家一起穿越超时空，进入充满幻想

的世界，除了可以全方位 360 度欣赏现代香港的美景，您更可一窥香港未来的天际线！观景台上将

设有三大仼务，让您和小朋友可以一同透过收集「Charm Points」发掘香港魅力四射的一面，所得的

「Charm Points」更可兑换成折扣优惠，制作个人化的未来主题纪念品。此外，天际 100 首次举办

「未来发明大募集」绘画比赛，鼓励小朋友发挥创意，画出他们最想於未来见到的新发明，更夥拍

知名虚拟产品设计师兼插画家东尼电机为参赛作品担任评审，得奖作品将可获东尼电机重新演绎，

以动画方式於天际 100 展出，成为全港最高的贴堂画作！ 

 

「天际 100 玩到未来」暑期推广活动将於 7 月 15 日正式揭幕！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总经理黄慧仪女

士丶副市务总监黄敏思女士，联同嘉宾东尼电机於 7 月 5 日亲临天际 100 进行第一阶段「天际 100

未来发明大募集」绘画比赛颁奖礼，并带领一众传媒率先体验「天际 100 玩到未来」的各项精彩活

动。 

 

加入未来能源搜索队     齐齐挑战三大任务   

故事讲述驾驶着时光机的 SKY，由未来穿梭到现代香港正进行一趟时空旅行。乐而忘返的他因为时

光机的能源耗尽而暂未能返回未来，SKY 正号召一众大小朋友帮忙，加入成为未来能源搜索队，并

於天际 100 完成三个任务，搜集足够的「Charm Points｣(一种透过地方魅力产生的未来能源)，以重新

启动飞船，帮助 SKY 回到未来。 

 

任务一:「Charm Points 收集器｣    发掘香港的魅力 － 天际 100 东面可以环看维港两岸景色及尽览香

港岛北岸延绵近 10 公里的壮丽天际线。只需扫描游戏 QR code (二维码)开动收集器，您便可以透过

手机镜头发掘香港魅力，并点撃收集「Charm Points｣，赢取奖赏。 

  

任务二: 「Charm Points 天际扫描器｣    透视未来天际线 － 於天际 100 北面除了可俯瞰整个九龙半

岛，您更可透过 8 米长的「Charm Points｣天际扫描器，一窥未来的香港天际线！您亦可点击漂浮在

半空中丶由本地小朋友创作的未来发明，查看相关的介绍。完成观赏未来天际线後，只需於指定时

间内回答三条问题便可完成任务，收集 Charm Points，继续赢取更多奖赏。 

 

任务三: 「Charm Points 制造器｣   设计未来飞船 － 小朋友可以设计出属於自己的未来飞船! 首先拣选

飞船的不同部件，再以电子画笔为飞船加添颜色及不同图案，完成後只需轻轻一扫，即可把飞船传

送到萤幕中的未来天际，与其他创意飞船一同留下魅力轨迹，创造色彩缤纷的未来。 



  

 
 

 

 

 

新闻稿 

「香港未来印记｣     即场制作属於您的未来回忆 － 登记成为未来能源搜索队及於天际 100 完成每个

任务均可获得 10 点「Charm Points｣，最多可收集 40 点。所得的「Charm Points｣除了可以帮助时空旅

行者 SKY 重新启动飞船，回到未来，更可以兑换成折扣优惠 (1 点 Charm Point 等於 $1 港元)，於

「香港未来印记」机
1
 ，自选不同的「未来照片｣及加上字句，即场制作别具特色的个人化礼品，包

括卡片套(原价$108)丶文青帆布袋(原价$128)丶手提电脑袋(原价$188)及 T-恤(原价$248)，为这次超时

空的天际之旅画上完美的句号！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观赏蓝天白云景致 享受高空餐饮体验   

炎炎夏日到来，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特意推出全新夏季精选飞尝喜悦夏日下午茶

丶梦幻变色特饮「天空之镜」及冷热交融的两款鸡蛋仔芭菲，既消暑又富有香港地道特色。 

 

1.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飞尝喜悦夏日下午茶 

深受欢迎的 Café 100 下午茶，将推出全新夏日系列茶点，包括三种创意咸点－清新滋味的鸡肉及红

波椒沙律包丶腌制三文鱼及细香葱三文治丶意大利火腿配水牛芝士及蜜瓜。甜食爱好者亦可品尝五

款精致甜点，包括加入香港本地特色的港式奶茶慕斯丶甜而不腻的荔枝啫喱配上云呢拿慕斯丶为大

家解暑降温的芒果布丁配柚子芒果莎莎丶松软的甘笋忌廉芝士蛋糕以及传统的英式松饼配果酱及奶

油忌廉，让您与亲朋好友尽享悠闲夏日时光。「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飞尝喜悦夏

日下午茶」将由 7 月 15 日起於中午 12 时至 5 时供应，套票将继续以优惠价港币 609 元（不设加一

服务费）於天际 100 官方网站发售 （已包括天际 100 标准门票 2 张及 2 位用下午茶）。 

  

2. 「天空之镜」夏日梦幻特饮 

这杯全新的夏日梦幻特饮，由玫瑰花丶鲜榨柠檬汁及蝶豆花调制而成，味道清新可口；把柠檬汁倒

入深蓝色的特饮中便会渐变为奇幻炫丽的紫红色，如同蔚蓝的天空在黄昏时幻变成紫霞满天。「天

空之镜」将由 7 月 15 日起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发售，让这杯酸甜解渴的特饮为

您驱走夏日暑气！ 

 

3. 冷热交融的两款鸡蛋仔芭菲 

夏日透心凉甜品必定会令人联想起雪糕，而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更特意为访客设

计全新的甜品－把香港人气特色小食鸡蛋仔配上北海道牛奶雪糕，材料还包括爆米花丶朱古力浆丶

莓子浆丶朱古力棒等，备有香蕉鸡蛋仔芭菲及鲜果鸡蛋仔芭菲两款口味。新鲜烤制的鸡蛋仔醮上奶

味香浓的雪糕，令人难以抗拒！ 

 

以科技丰富观景体验     暑期活动力吸家庭客群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总经理黄慧仪表示：「天际 100 开业至今，一直努力以科技提升访客的观景体

验。自 2015 年起先後推出手机应用程式丶 AR 及 VR 技术，让大家可利用 AR 技术拍摄趣味照片；

                                                 
1「香港未来印记」机自选设计服务只适用於活动期间的周六及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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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 VR 技术，感受在 ICC 窗外飞翔的震撼。在去年 12 月推出的『爱在天际』光影汇演，配合窗外

维港两岸璀璨的夜景，为访客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而今年情人节新增的『爱在天际  幸福宣

言』自订留言服务，深受情侣欢迎，更让天际 100 见证了不少求婚和庆祝周年纪念等难忘时刻。是

次推出『天际 100 玩到未来』暑期推广活动，我们再次将不同科技，以未来香港及三大任务的故事

串连，融入观景体验当中，并鼓励一家大小一起参与不同的任务，既考验小朋友对香港的认识，亦

可激发他们无限的创意潜能。」 

 

黄慧仪续指：「天际 100 在过去一年的整体表现理想。於 2018 年第四季落成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及

港珠澳大桥，令往来香港及中国内地主要城市的交通更为便捷及带来重大机遇，加上天际 100 积极

与本地及海外伙伴合作加强推广，去年的访客人数再次录得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增幅以内地最为显

着，但客源比例仍维持在两成香港市民丶四成国内旅客及四成海外旅客的健康比例。旅客来自超过

100 个国家及城市，短线客源主要来自日本丶韩国丶东南亚及印度；长线客源则主要来自英国丶美

国及澳洲。展望 2019 年下半年度，经济环境将为香港旅游业带来不少不确定的因素，天际 100 会积

极与本地景点及酒店合作夥伴推出特色套票，并加强於海外市场推广，与业界一同推动香港旅游业

的发展，共同把握大湾区的旅游发展机遇。」 

 

「天际 100 未来发明大募集」     让小朋友的创意冲上天际 

未来的世界会出现什麽新发明？就交给充满创作力量和幻想的小朋友吧！「天际 100 未来发明大募

集」绘画比赛，诚邀 5 至 12 岁的小朋友分享他们最想於未来见到的新发明。是次天际 100 更夥拍知

名虚拟产品设计师兼插画家东尼电机为参赛作品担任评审，分别按创意丶功能及艺术性来评分。两

个阶段共 10 幅得奖作品更可获东尼电机重新演绎，并以动画方式於活动期间在天际 100「Charm 

Points｣扫描器中的未来天际线上出现，成为全港最高的贴堂画作，向来自海外及本地的旅客展示他

们无穷的创意！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首阶段为 6 月 19 日至 6 月 30 日，颁奖典礼已於 7 月 5 日假天际 100 举行，

奖品包括 iPad 丶一田百货现金优惠劵及便携式打印机。天际 100 更邀得首 3 位得奖小朋友现身介绍

他们既有创意又非常实用的新发明，详情请参阅附件一。 

 

第二阶段的比赛现正接受报名，并将於 7 月 31 日截止参加，得奖作品将会於 8 月份上载於「Charm 

Points｣扫描器中「贴堂｣。喜欢绘画又热爱创作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立即登入天际 100 网页，了

解详情及上载您最想於未来见到的新发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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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 100 「天际 100 玩到未来」详情*：  

日期  :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 

开放时间 : 星期日至星期四 - 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 （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 

星期五至星期六 - 上午 10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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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於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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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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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 100『港』故事」一面长达 28 米的巨型互动故事墙，透过文字丶影片及

各种展品道出 100 个有趣的香港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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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应用程式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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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观景台西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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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获着名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由 2014 年起连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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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查询请联络：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智悦公关策划 

朱咏瞳小姐    胡杏贤小姐 / 林卓怡小姐  

电话：(852) 2613 3805  电话 : (852) 2560 8186 或 (852) 2560 8232 

电邮：jonichu@sky100.com.hk 电邮 : cherrywu@joyoushk.com / amandalam@joyoushk.com 
  

 

 

mailto:jonichu@sky100.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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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説明∶ 

 

图片一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於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精心呈献「天际 100 玩到

未来」暑期推广活动，诚邀大家一起穿越超

时空，进入充满幻想的世界，除了可以全方

位 360 度欣赏现代香港的美景，您更可一窥

香港未来的天际线各孩子们极具创意的发

明！ 

 

图片二 

 

天 际 100 香 港 观 景 台 总 经 理 黄 慧 仪 女 士
（左），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副市务总监黄
敏思女士（右），联同嘉宾东尼电机（中）
於天际 100 体验 ｢天际 100 玩到未来｣ 的各项
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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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三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总经理黄慧仪女士（左）

丶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副市务总监黄敏思女士

（中）联同嘉宾及评判东尼电机（右）及一众

《天际 100 未来发明大募集》第一阶段优胜

者。 
 

 

图片四 

 

任务一:「Charm Points 收集器｣   发掘香港的魅

力 

 

 天际 100 东面可以环看维港两岸景色及尽览香

港岛北岸延绵近 10 公里的壮丽天际线。只需扫

描游戏 QR code (二维码)开动收集器，您便可

以透过手机镜头发掘香港魅力，并点撃收集

「Charm Points｣，赢取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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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五 

 

任务二: 「Charm Points 天际扫描器｣  透视未来

天际线  

 

於天际 100 北面除了可俯瞰整个九龙半岛，您

更可透过 8 米长的「Charm Points｣天际扫描

器，一窥未来的香港天际线！您亦可点击漂浮

在半空中丶由本地小朋友创作的未来发明，查

看相关的介绍。完成观赏未来天际线後，只需

於指定时间内回答三条问题便可完成任务，收

集 Charm Points，继续赢取更多奖赏。 

 

图片六 

 

任务三: 「Charm Points 制造器｣  设计未来飞船  

 

小朋友可以设计出属於自己的未来飞船! 首先

拣选飞船的不同部件，再以电子画笔为飞船加

添颜色及不同图案，完成後只需轻轻一扫，即

可把飞船传送到萤幕中的未来天际，与其他创

意飞船一同留下魅力轨迹，创造色彩缤纷的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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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七 

 

「香港未来印记｣    即场制作属於您的未来回

忆  

 

登记成为未来能源搜索队及於天际 100 完成每

个任务均可获得 10 点「Charm Points｣，最多可

收集 40 点。所得的「Charm Points｣除了可以帮

助时空旅行者 SKY 重新启动飞船，回到未来，

更可以兑换成折扣优惠，於「香港未来印记」

机 ，自选不同的「未来照片｣及加上字句，即

场制作别具特色的个人化礼品，包括文青帆布

袋(原价$128)，手提电脑袋(原价$188)，T-恤(原

价$248)及卡片套(原价$108)，为这次超时空的

天际之旅画上完美的句号！ 

 

图片八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飞尝喜

悦夏日下午茶 

 

深受欢迎的 Café 100 下午茶，将推出全新夏日

系列茶点，包括三种创意咸点－清新滋味的鸡

肉及红波椒沙律包丶腌制三文鱼及细香葱三文

治丶意大利火腿配水牛芝士及蜜瓜；五款精致

甜点，包括香港本地特色的港式奶茶慕斯丶甜

而不腻的荔枝啫喱配上云呢拿慕斯丶为大家解

暑降温的芒果布丁配柚子芒果莎莎丶松软的甘

笋忌廉芝士蛋糕以及传统的英式松饼配果酱及

奶油忌廉，让您与亲朋好友尽享悠闲夏日时

光。「飞尝喜悦夏日下午茶」将由 7 月 15 日起

於中午 12 时至 5 时供应，套票将继续以优惠价

港币 609 元（不设加一服务费）於天际 100 官

方网站发售 （已包括天际 100 标准门票 2 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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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位用下午茶）。  

图片九 

 

「天空之镜」夏日梦幻特饮 

 

这杯全新的夏日梦幻特饮，由玫瑰花丶鲜榨柠

檬汁及蝶豆花调制而成，味道清新可口；把柠

檬汁倒入深蓝色的特饮中便会渐变为奇幻炫丽

的紫红色，如同蔚蓝的天空在黄昏时幻变成紫

霞满天。「天空之镜」将由 7 月 15 日起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发售，

让这杯酸甜解渴的特饮为您驱走夏日暑气！ 

 

图片十 

 

冷热交融的两款鸡蛋仔芭菲 

 

夏日透心凉甜品必定会令人联想起雪糕，而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更特意

为访客设计全新的甜品－把香港人气特色小食

鸡蛋仔配上北海道牛奶雪糕，材料还包括爆米

花丶朱古力浆丶莓子浆丶朱古力棒等，备有香

蕉鸡蛋仔芭菲及鲜果鸡蛋仔芭菲两款口味。新

鲜烤制的鸡蛋仔醮上奶味香浓的雪糕，令人难

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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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冠军 － 未来发电鞋 

发明家：赖尚一  

发明品介绍：假如。。。透过走路和跑步可以改变世界，

创造未来，该多美好！ 

这双特制的鞋，可以藉着步行储存能量，人们每天上班下

班丶上课下课，每多走一步路就多累积一点能量，回家即

可转化为有用的能源，提供家中各种电器所需。 

将动能变电能，利用科技，响应环保，创造 100 分的未

来！   
 

由东尼电机演绎的未来发电鞋 

 
亚军 － 情绪表  

发明家：郑凯彤 

发明品介绍：情绪影响个人健康，希望情绪表能使亲子能

了解接纳及使用适当方法处理自己的情绪。再者，透过手

表提示知道别人情绪。使家长能了解小朋友不开心原因，

并能及时处理。让每个人都能健康快乐。 

 
 

由东尼电机演绎的情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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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军 － 宠物新气龙 

发明家：赵容漪 

发明品介绍：末来世界空气污染应该会十分严重，我是－

个鼻敏感患病,我最讨厌早上的时候，我拿纸巾不停的抽鼻

子，我的发明是－只骑在我的膊上的新气龙,他张开嘴巴会

吸入空气,过滤空气中的灰尘,还有识别主人声线功能，当

我打喷嚏时,他的手部会马上取出纸巾,避免了两行鼻涕的

尴尬情况发生，恐龙的脚部是按摩枪,方便在膊上按摩,如

果背部的骨架有香薰功能，那便令鼻子更加舒服了！  

 

由东尼电机演绎的宠物新气龙 

 
其他优秀作品 － 时装机 

发明家：Wong Man Hei  

发明品介绍：只要在画板上绘画你最喜欢的服装，就可以

短时间内制作出你的衣服，不需逛街，不需网购。 

还可以制造出职业服装，穿上之後只要一会儿就会自动学

识该种技能，真正体会该职业的好与坏，为未来作最好打

算。  

 
 

由东尼电机演绎的时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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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优秀作品 － 爱心速递 

发明家：何天行 

发明品介绍：机械人和空中沙发, 协助运送老弱伤残人士

去不同地方, 节省时间。  

 
 

由东尼电机演绎的爱心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