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坪 360 與天際 100 攜手呈獻全方位假日休閒新體驗
68 折優惠 讓港人與旅客盡享「一張套票，兩日娛樂」
多角度玩盡 2 個景點

飽覽香港日夜、城郊最美景致

(香港，即時發佈) 昂坪 360 與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一直為港人及海
外旅客呈獻香港最美景致及提供不同娛樂，致力推廣本港旅遊業。為滿足賓客
不同需求，昂坪 360 與天際 100 於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期間，聯手
推出全新套票「昂坪 360．天際 100 日夜賞」，以低至 68 折(成人優惠價為港
幣$285)，讓賓客以「一張套票，兩日娛樂」玩盡香港兩大景點。
港人假日好去處
港人平日生活忙碌，於假期都會四出找尋不同好去處，與摯愛及親友共渡假日
時光。是次全新推出的套票讓賓客於 7 日套票期限內彈性安排行程，輕輕鬆鬆
「慢」遊 2 個打卡勝地，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更特別設計了 3 款建議行程，
以滿足賓客多方面、動與靜的興趣。
打卡影相之選
賓客於下午 2 時半後可先到昂坪 360 東涌纜車站乘昂坪纜車前往昂坪市集，在
日落前乘纜車返回東涌市區，沿途捕捉黃昏日落時段天色幻化的 Magic hour
魔幻時刻及黃昏日落的醉人美景。暢遊昂坪 360 後再到訪天際 100，於下午 6
時後登上位於全港最高大廈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的天際 100，在 393 米高空，
以獨特的高角度拍下有「百萬夜景｣之稱的維港景色及九龍半島萬家燈火的璀璨
景致。

昂坪 360 日落時段的 Magic hour 魔幻時刻及黃昏日落的醉人美景

天際 100 擁「百萬夜景｣之稱的維港景色及九龍半島萬家燈火的璀璨景致
慢活文化之旅
賓客可分 2 日暢遊昂坪 360 及天際 100，首先可到昂坪市集享受港式地道小食
(如雞蛋仔)及歎港式下午茶，再參觀寶蓮寺、天壇大佛及欣賞古色建築，更可
前往大澳體驗漁村文化。於 7 日內再自選日子前往天際 100，一邊欣賞 360 度
的香港天際線，一邊在 28 米的巨型互動故事牆逐一細味 100 個有趣的香港故
事，了解香港地道文化，更可黃昏時份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把酒欣賞日落醉人的美景，待華燈初上，在高空拍下唯美的香港
夜景。

昂坪市集的港式地道小食及毗鄰天壇大佛

體驗大澳漁村文化

天際 100 的 28 米巨型互動故事牆，細味有趣的香港故事

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把酒欣賞日落醉人的美景

於天際 100 高空拍下的唯美香港夜景
摯愛浪漫行程
情侶可搭乘昂坪纜車於昂坪市集的「祝福鼓」與「菩提許願樹」等打卡熱點影
靚相及購買手信送赠摯愛，然後於天際 100 手拖手欣賞每晚 7 時開始的「愛在
天際」光影匯演，再到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品嚐美味
的甜品，為一日浪漫的旅程畫上完美的句號。

昂坪市集的「祝福鼓」與「菩提許願樹」打卡熱點及地道手信

於天際 100 欣賞「愛在天際」光影匯演

旅客香港城郊一日遊
近年大眾對旅遊有新定義，旅客不單純在於購物及玩樂，反而越趨深入探索旅
遊城市的不同面貌，如欣賞大自然之美、發掘地道有趣的事物等等。是次套票
可讓旅客同時感受香港大自然及活力都市一面。旅客可搭乘昂坪纜車往來昂坪
巿集，在約 25 分鐘的纜車旅程中飽覽北大嶼郊野公園獨有自然生態、東涌灣、
香港國際機場及港珠澳大橋等五星級遼闊景觀及醉人日落景致，輕鬆感受香港
自然山水，尋找郊外的寧謐。晚上可登上位於全港最高大廈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的天際 100，置身城市之巔舉目遠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繁華，鳥瞰全港四
方八面不同的維港夜景，把香港島、九龍及新界 360 度迷人景色盡收眼底。旅
客更可於 28 米的巨型互動故事牆細味 100 個有趣的香港故事，及欣賞以夜空
及香港特色圖案為設計主題的「愛在天際」光影匯演，光影與窗外的維港景致
互相暉映，令迷人的維港夜景更璀璨。

於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飽覽香港日夜、城郊最美景致
低至 68 折的優惠價格
「昂坪 360．天際 100 日夜賞」套票售價為港幣 285 元（成人）及港幣 158
元（3 歲或至 11 歲小童），比分別以正價購買兩張門票折省高達 32%1。套票
將即日起於昂坪 360 官方網站、昂坪 360 東涌纜車站售票處、天際 100 官方
網站及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同步發售。
期間限定有獎問答遊戲
此外，昂坪 360 將由即日起至 5 月 26 日舉辦 Facebook 有獎遊戲，大家只要
於昂坪 360 Facebook 專頁回答簡單問題，即有機會贏取「昂坪 360．天際
100 日夜賞」套票兩張 (名額 10 個)，讓你與摯愛親朋好友一同觀賞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的迷人日夜、城郊景致。
關於昂坪 360
昂坪 360 為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是一個位於大嶼山並結合大自然景觀和文化探索的
旅遊新體驗。昂坪纜 車的總長度為 5.7 公里，主要來往東涌和昂坪。賓客抵達昂坪巿
集後可參觀具文化特色的主題建築群，同時可到訪市集內提供的多項精彩餐飲、購物
和娛樂設施，繼而體驗設於市集內的特色主題景點，包括 「360VR 體驗館」、「360
動感影院」及「與佛同行」。 昂坪纜車是世界少數的雙纜索循環纜車系統，也是亞洲
最大型的架空雙纜索纜車系統。旅客可在約 25 分鐘的纜車旅程中欣賞北大嶼郊野公園
的自然生態、東涌灣和香港國際機場的遼闊美景。昂坪纜車體驗和大澳文化深度遊的
行程，連同天壇大佛及寶蓮禪寺一併獲 TripAdvisor 於 2018 年「旅客之選–最佳旅遊
體驗」選為「亞洲十大最佳旅遊體驗」第二名，同時亦是「世界廿五大最佳旅遊體驗」
之一，同年更獲 TripAdvisor 頒發「2018 卓越獎」。昂坪 360 又在 2017 年獲《今日

正價成人門票為港幣 423 元，小童門票為港幣 2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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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報》評為「世界十大 最佳纜車」之一。此外，公司又於 2015 年榮獲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絡 (CNN) 譽為「世界十大最佳纜車旅 程」之一。2014 年，昂坪 360 榮獲香
港運輸物流學會頒發「運輸物流卓越大獎 2013 – 企業大獎」，也在同年躋身英國電訊
報旅遊網「世界十大驚喜纜車之旅」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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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港』故事」一面長達 28 米的巨型互動故事牆，透過文字、影片及各種展品道出
100 個有趣的香港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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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zCarl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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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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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坪 360
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
地點﹕香港大嶼山東涌達東路 11 號
查詢電話﹕3666 0606（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網站﹕www.np360.com.hk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開放時間﹕星期日至四-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8 時 30 分）
星期五及六-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30 分（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10 時）
地點﹕香港九龍站環球貿易廣場 100 樓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
查詢電話﹕2613 3888（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網站﹕www.sky100.com.hk
以上套票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官方網站。
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的開放時間或會不時更改，建議親臨前瀏覽昂坪 360 及天際 100
官方網站查看有關細則及開放時間。
—完—

附件﹕「昂坪 360．天際 100 日夜賞」套票詳情

推廣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

購票途徑﹕

昂坪 360 官方網站、昂坪 360 東涌纜車站售票處、天際 100 官
方網站及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

票價﹕

HK$285 （成人）
HK$158 （3-11 歲之小童）

套票內容﹕

昂坪 360 來回纜車門票（標準車廂）及天際 100 標準門票各 1
張2 （有效期為使用套票日起計 7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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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纜車乘車時間為下午 2：30 後，而天際 100 進場時間為下午 6：00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