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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与天际 100 携手呈献「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 

「一张套票，两种玩法」尽享 73 折优惠 上天落海全方位玩尽香港两大景点  

 

（香港，2019 年 8 月 27 日）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宣布联乘推出「畅玩公
园游天际｣套票，由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访客可以 73 折的超优惠价（即成人和小童及长者优
惠价分别为港币 498 元及港币 249 元），购买联乘套票，玩尽香港两大必游景点! 优惠更适用
於海洋公园「哈罗喂全园祭」活动期间，机会难逢！ 
 
您可於海洋公园免费乘坐最经典的登山缆车远眺南中国海的壮丽景观丶体验各种刺激的机动游
戏丶探望世界 5 大洲的珍稀动物丶重温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旧日情怀；翌日再到风格截然不同

的天际 100，於全港最高建筑，360 度鸟瞰维港和香港着名的天际线，欣赏日落美景和「爱在天

际｣光影汇演，以及在彷如置身云端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品尝美食。一个套
票两种玩法，动静皆宜。海洋公园与天际 100 更特别设计了 3 款建议行程以供参考；无论是一
家大小共享天伦，还是朋友聚会或拍拖打卡，多款精彩体验，总可以满足不同需要。 
 
益智好玩之选 
有 7 天有效期的「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让您可以一次过轻松计划一连两天益智又好玩的周
末家庭游。第一天可以先登上天际 100，在 393 米高空 360 度鸟瞰香港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观。
家长和小朋友可於「天际 100『港』故事｣，一面长达 28 米的巨型互动故事墙，发掘由天际 100
与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特别搜罗的 100 个别具特色的香港故事；透过文字丶影片及各种展
品，对照窗外景色，让小朋友对香港各种风貌如街道变迁丶传统手艺及风俗仪式等有更多的认

识。第二天畅游海洋公园，一家大小可以一同走进深海世界，揭开海洋生态的奥秘，又可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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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洲的珍稀动物，近距离与动物明星见面；动物护理员更会在动物喂饲时现身分享动物
互动的趣事，寓学习於娱乐，小朋友亦可了解濒临绝种动物现时面对的威胁，将保育意识薪火
相传。 
 
惊险刺激之选 

热爱刺激的您可以先到海洋公园畅玩刺激好玩的机动游戏，感受速度与离心力带来的忘我快
感。於海洋公园「哈罗喂全园祭」期间更可延长玩乐时间至晚上，享受集惊慓丶刺激和尖叫於
一身的经典主题公园！翌日再到天际 100「天际动感虚拟体验区」，戴上 VR 眼镜丶坐上飞行
椅，感受脚下悬空的 360 度虚拟飞行体验，於海拔 393 米环回俯瞰天际 100 独有的日夜美景，

更可感受震撼的烟花与灯光表演及台风来袭时的威力，令您肾上线素飙升！ 
 
温馨浪漫之选 
想花点心思与另一半来个香港微旅行，「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就最为适合。情侣们可先到海洋
公园，於打卡胜地香港老大街拍出港式情怀有趣照片，又可一起合作玩摊位游戏拉近彼此距
离，之後再乘搭登山缆车远眺南中国海的壮丽景观丶体验各种刺激的机动游戏，或在水母万花

筒享受静谧的一刻；於傍晚时份到天际 100 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一边享
受浪漫的日落美景，一边品尝精致的甜品。待华灯初上，再手拖手欣赏每晚 7 时开始的「爱在
天际」光影汇演，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图案作主题的立体动画与窗外的维港景致互相晖映，让情
侣们在璀灿的夜景下，为一日浪漫的旅程画上完美句号。 
 
可享 73 折的优惠价格 
「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售价为港币 498 元（成人）及港币 249 元（3 岁或至 11 岁小童），比
分别以正价购买两张门票可享 73 折优惠1 ，每位成人可节省港币 188 元，小童则可节省港币
128 元。套票由即日起於海洋公园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微信微商城及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同步发售。优惠难逢，不可错过！ 

 
「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详情 
推广期 : 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 
购票途径         : 海洋公园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微信商城* 及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 
票价  : HK$498 （成人） 

HK$249 （3-11 岁之小童） 
套票内容 : 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标准门票各乙张（有效期为使用套票日起计 7 日内） 
 

                                                 
1正价成人套票为港币 686 元，小童套票为港币 377 元 

*购票日期由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日 21 日 

# 套票须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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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 
开放时间 : 星期日至四-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 

星期五及六-上午 10 时至晚上 10 时 30 分（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10 时） 
由 9 月 6 日至 11 月 30 日，开放时间将改为每日上午 10 时至晚上 9 时
（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8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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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3 3888（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网站  : www.sky100.com.hk 
 

海洋公园 
开放时间 : 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上午 10 时至下午 6 时 
地点  : 香港仔黄竹坑道一百八十号 
查询电话 : 3923 2323 
网站  : www.oceanpark.com.hk 
 

注: 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的开放时间或会不时更改，建议亲临前浏览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官方网
站查看有关细则及开放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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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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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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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香港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是香港本土独特的主题公园，持续营造家庭欢乐和美好回忆。自 1977 年 1 月作为非营
利机构开业以来，海洋公园经多年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级观光景点，紧密连结大自然和旅客，
并以动物护理丶保育和研究，以及积极建立社区关系称着。而自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於 2018
年 10 月开业後，公园成为国际级度假胜地，为游人提供一站式世界级酒店住宿，并体验香港南
港岛的美丽景观丶惊险刺激的机动游戏及与动物亲上加亲活动，还有富有本地特色的景点及各

式各样的美食。位处海洋公园的香港海洋公园万豪酒店是城市中的绿洲，毗邻港铁站，提供
471 间客房和套房，以及一系列度假式服务及商务设施。 
 
 

海洋公园开业至今已有超过一亿四千万名旅客观光，老少咸宜，一直致力提供具有教育和保育
性质的综合娱乐体验。海洋公园入场门票及商品店指定精品之部份收益持续拨捐给香港海洋公
园保育基金以支持动物保育工作。2012 年海洋公园勇夺由瑞典里瑟本主题公园颁发，广受全球
主题公园及景点业界认同的顶尖荣誉大奬「Applause Award」（全球最佳主题公园奖(2012)）。
该奖项每两年於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博览会上颁发一次，表扬在管理丶营运及创意成就上发
展骄人的旅游景点。自 1980 年以来，海洋公园是亚洲第一个获得此国际殊荣的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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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咏瞳小姐 

电话：(852) 2613 3805 

电邮：jonichu@sky100.com.hk 

智悦公关策划 

胡杏贤小姐 /林卓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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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 cherrywu@joyoushk.com / amandalam@joyoushk.com  

 

图片説明∶ 

 

图片一 

海洋公园及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宣布联乘推出「畅玩公园游

天际｣套票，由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访客可以 73 折的超优

惠价（即成人和小童及长者优惠价分别为港币 498 元及港币

249 元），购买联乘套票，玩尽香港两大必游景点! 优惠更

适用於海洋公园「哈罗喂全园祭」活动期间，机会难逢！套

票由即日起於海洋公园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官方网站丶天际

100 微信微商城及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同步发售。优惠难

逢，不可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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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二 

推介行程 (一): 适合一家大小的益智好玩之选 

有 7 天有效期的「畅玩公园游天际」套票，让您可以一次过
轻松计划一连两天益智又好玩的周末家庭游。第一天可以先
登上天际 100，在 393 米高空 360 度鸟瞰香港四方八面不同

的景观。家长和小朋友可於「天际 100『港』故事｣，一面
长达 28 米的巨型互动故事墙，发掘 100 个别具特色的香港
故事，让小朋友对香港各种风貌如街道变迁丶传统手艺及风
俗仪式等有更多的认识。 
 

 

图片三 

第二天畅游海洋公园，一家大小可以一同走进深海世界，揭

开海洋生态的奥秘，又可探望世界五大洲的珍稀动物，近距

离与动物明星见面；动物护理员更会在动物喂饲时现身分享

动物互动的趣事，寓学习於娱乐，小朋友亦可了解濒临绝种

动物现时面对的威胁，将保育意识薪火相传。 

 

 

图片四 

推介行程 (二): 适合一班朋友聚首的惊险刺激之选 

热爱刺激的您可以先到海洋公园畅玩刺激好玩的机动游戏，

感受速度与离心力带来的忘我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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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五 

於海洋公园「哈罗喂全园祭」期间更可延长玩乐时间至晚

上，享受集惊慓丶刺激和尖叫於一身的经典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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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六 

翌日再到天际 100「天际动感虚拟体验区」，戴上 VR 眼镜

丶坐上飞行椅，感受脚下悬空的 360 度虚拟飞行体验，於海

拔 393 米环回俯瞰天际 100 独有的日夜美景，更可感受震撼

的烟花与灯光表演及台风来袭时的威力，令您肾上线素飙

升！ 

 
图片七 

推介行程 (三): 适合情侣微旅行的温馨浪漫之选 

想花点心思与另一半来个香港微旅行，「畅玩公园游天际｣

套票就最为适合。情侣们可先到海洋公园，於打卡胜地香港

老大街拍出港式情怀有趣照片，又可一起合作玩摊位游戏拉

近彼此距离。 

 
图片八 

於海洋公园乘搭登山缆车远眺南中国海的壮丽景观 

 

图片九 

於傍晚时份到天际 100 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一边享受浪漫的日落美景，一边品尝精致的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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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十 

待华灯初上，再手拖手欣赏每晚 7 时开始的「爱在天际」光

影汇演，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图案作主题的立体动画与窗外的

维港景致互相晖映，让情侣们在璀灿的夜景下，为一日浪漫

的旅程画上完美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