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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重新开放後反应热烈 

「携手同行 9 周年」优惠至 6 月 30 日   

全新「天际创意小空间  」藉着父亲节 向爸爸表心意 

 
（香港，2020 年 6 月 2 日）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自 5 月 8 日重新开放後，得到

港人踊跃支持，「携手同行 9 周年」优惠活动至 6 月 30 日，推出「港人专享门票买一送二」

丶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及日落晚餐套票期间限定优惠，其中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更於 6 月份所有周末全部售罄，反应十分

热烈！为答谢各位支持，天际 100 现於周末及公众假期推出全新的「天际 100 创意小空间」，

让小朋友与爸爸妈妈一起於高空发挥创意，在全港唯一可饱览 360 度香港全景的室内观景台，

制作爱心亲子纪念品，在父亲节期间更有帅气领带 DIY 材料包送给小朋友，让各位爸爸收到

孩子们这份窝心礼物後可以向朋友们「炫耀」一番！ 
 

港人专享门票优惠   身份证号码有「9」字   即享买一送二 

天际 100 为答谢香港人多年来的支持，推出港人专享门票买一送二优惠，鼓励香港人游香

港，甫推出後反应热烈，优惠期直至 6 月 30 日，万勿错过！亲临天际 100 一楼票务大堂，

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证并购买正价成人门票一张（原价港币 188 元）1，身份证号码包含「9」

字即可免费获赠多两张门票，即买一送二！以一张门票价钱即可一家三口同游，折扣後平均

一张门票只需港币 63 元；其他港人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证亦可享有买一送一优惠，让大家在

疫情缓和下可与家人好友轻松共聚，以 360 度鸟瞰香港迷人的景色，舒缓多个月来抗疫的紧

张情绪。 
 

天际创意小空间  制作独一无二天际纪念品 

本月逢周六丶日及公众假期，天际 100 特别准备了多款 DIY 手工艺材料包给到访的小朋友

（3-11 岁）让他们发挥创意，与爸爸妈妈在「天际创意小空间」携手制作爱心亲子纪念品，

留下美好的回忆；包括创意油画板丶小木屋钱箱丶手绘木相框丶轻黏土笔插丶涂鸦小布袋等

等……每星期都有不同的主题。父亲节快将来临，天际 100 更有帅气领带材料包，让小朋友

可为爸爸亲手制作专属他们的领带，藉着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向爸爸表达心意。七彩缤纷

又充满心思的礼物，爸爸必会打卡丶向朋友们「炫耀」一番。此外，於端午节假期，天际

100 亦准备了造型可爱的糭子小挂饰连适合小朋友使用的针线包，让一家大小可以聚首一堂

一起「包糭子」做节！ 

 
父亲节给爸爸不一样的玩乐体验   亲试「SmarTone 5G 体验坊」  

除了小朋友可做小手工, 天际 100 也为大人同样安排了丰富的节目，由 2020 年 6 月 13 日至

27 日一连两星期，天际 100 与数码通将携手呈献「SmarTone 5G 体验坊」，让访客可亲身感

受 5G 更快更稳更顺的上网体验，加上 SmarTone 创先应用 DSS「动态频谱共享」技术，达至

全港覆盖范围至广阔2，让您可以尽情享受工作上载丶下载文件，视像会议及游戏娱乐等流

                                                 
1 正价成人门票为港币 188 元，正价小童及长者门票为港币 128 元 
2
 「全港覆盖至广」基於数码通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进行之路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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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应用，探索 5G 如何令您的日常生活变得更精彩。父亲节将至，就与爸爸一同到访天际

100，亲试 5G 全新的玩乐体验。 

 
港币 9 元换领每周精选礼品 

为配合 9 周年推广，天际 100 礼品店亦将大派福利，每星期将推出不同款式的精选小礼品，

只需港币 9 元就可买到！ 

 
保持警惕   一系列防疫措施为访客及员工缔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为保障访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天际 100 於 5 月 8 日起重新开放後，继续为观景台加强清

洁消毒及实施以下防疫措施，务求为每一位访客及员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观景体验及工作

环境： 

 所有访客及员工在进入天际 100 范围前，必须佩戴口罩及接受体温检查，体温高於摄

氏 37.5 度之人士将不予安排入场，并建议立即前往医院治理 

 为配合香港现时采取的防疫措施，曾外游之访客请安排於回港 14 天後始到访天际

100 

 所有访客及员工须使用消毒搓手液清洁双手後才可进场 

 所有扶手电梯之扶手带及升降机厢每两小时进行消毒 

 所有升降机厢表面涂上具杀菌功效之纳米涂层，以防止细菌及病毒积聚 

 更改开放时间至每日上午 11 时至晚上 8 时，以预留更多时间在观景台开放前後进行

彻底消毒及清洁 

 每日於观景台开放前进行全面空气消毒杀菌；於观景台开放期间以 1:49 的稀释漂白

水在所有公众地区作三次深层清洁 

 密切监察及适时作出人流管制，包括升降机及观景台范围以减少人流聚集 
 

如访客未能遵守以上防疫措施，天际 100 将会拒绝该访客进场。以上抗疫措施或会为大家带

来不便，恳请各访客见谅，一起与天际 100 携手抗疫。 

 
「天际 100 携手同行 9 周年」详情*： 
 

日期 :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 

时间 : 每日上午 11 时至晚上 8 时（最後进场时间为晚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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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 - 2613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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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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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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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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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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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説明 

 

图片 1： 
 

天际 100 香港观景台（天际 100）由即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推出

「天际 100 携手同行 9 周年」优惠，为香港人打打气！ 

 图片 2： 

 
尽管你穿上运动鞋，脚踏泥泞，爬上全港最高的山峰，所看到的

香港景观也大有不同。在天际 100 您既可清晰地看到港岛区地标

式的天际线，亦可把整个九龙半岛的景色一览无遗，又可远眺大

屿山及长洲等离岛的翠绿景致，而且乘坐全港最快的双层升降

机，只需一分钟便可直达 100 楼，还未回过神来就已置身 393 米

高空，可以无阻挡的鸟瞰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景色。 

 
 

图片 3： 

 
为答谢香港人多年来的支持，天际 100 特别推出港人专享门票买

一送二优惠，身份证号码包含「9」字即可免费获赠多两张门票，

即买一送二；其他港人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证亦可享有买一送一优

惠！ 

 
 
 
 

图片 4： 

 
於六月份逢周六丶日及公众假期，天际 100 特别准备了多款 DIY

手工艺材料包给到访的小朋友（3-11 岁）发挥创意，让他们与爸

爸妈妈在「天际创意小空间」携手制作爱心亲子纪念品，留下美

好的回忆；包括创意油画板丶小木屋钱箱丶手绘木相框丶轻黏土

笔插丶涂鸦小布袋等等……每星期都有不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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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5： 

 
父亲节快将来临，天际 100 更有帅气领带材料包，让小朋友可为

爸爸亲手制作专属他们的礼物，藉着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向爸

爸表达心意。七彩缤纷又充满心思的礼物，爸爸必会打卡丶向朋

友们「炫耀」一番。 

  图片 6： 

 
於端午节假期，天际 100 准备了造型可爱的糭子小挂饰连适合小

朋友使用的针线包，让一家大小可以聚首一堂一起「包糭子」做

节！ 

 
图片 7： 

 
礼品店将每星期推出不同款式的精选小礼品，只需港币 9 元就可

买到！ 

 

 

图片 8： 

 
为保障访客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天际 100 於重新开放後，继续

为观景台加强清洁消毒及实施以下防疫措施，务求为每一位访客

及员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观景体验及工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