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暑期呈獻「天際 100 玩到未來」
360 度欣賞香港壯麗天際線 與時空旅行者穿越至未來城市
發揮無限創意挑戰高空任務 為暑假留下難忘回憶
（香港，2019 年 7 月 8 日）乘著夏日的熱浪，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於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期間精心呈獻「天際 100 玩到未來」暑期推廣活動，誠邀大家一起穿越超時空，進入充滿幻
想的世界，除了可以全方位 360 度欣賞現代香港的美景，您更可一窺香港未來的天際線！觀景台上
將設有三大仼務，讓您和小朋友可以一同透過收集「Charm Points」發掘香港魅力四射的一面，所
得的「Charm Points」更可兑換成折扣優惠，製作個人化的未來主題紀念品。此外，天際 100 首次
舉辦「未來發明大募集」繪畫比賽，鼓勵小朋友發揮創意，畫出他們最想於未來見到的新發明，更
夥拍知名虛擬產品設計師兼插畫家東尼電機為參賽作品擔任評審，得獎作品將可獲東尼電機重新演
繹，以動畫方式於天際 100 展出，成為全港最高的貼堂畫作！
「天際 100 玩到未來」暑期推廣活動將於 7 月 15 日正式揭幕！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總經理黃慧儀女
士、副市務總監黃敏思女士，聯同嘉賓東尼電機於 7 月 5 日親臨天際 100 進行第一階段「天際 100
未來發明大募集」繪畫比賽頒獎禮，並帶領一眾傳媒率先體驗「天際 100 玩到未來」的各項精彩活
動。
加入未來能源搜索隊 齊齊挑戰三大任務
故事講述駕駛着時光機的 SKY，由未來穿梭到現代香港正進行一趟時空旅行。樂而忘返的他因為時
光機的能源耗盡而暫未能返回未來，SKY 正號召一眾大小朋友幫忙，加入成為未來能源搜索隊，並
於天際 100 完成三個任務，搜集足夠的「Charm Points｣(一種透過地方魅力產生的未來能源)，以重
新啟動飛船，幫助 SKY 回到未來。
任務一:「Charm Points 收集器｣ 發掘香港的魅力 – 天際 100 東面可以環看維港兩岸景色及盡覽香
港島北岸延綿近 10 公里的壯麗天際線。只需掃描遊戲 QR code (二維碼)開動收集器，您便可以透過
手機鏡頭發掘香港魅力，並點撃收集「Charm Points｣，贏取獎賞。
任務二: 「Charm Points 天際掃描器｣ 透視未來天際線 – 於天際 100 北面除了可俯瞰整個九龍半島，
您更可透過 8 米長的「Charm Points｣天際掃描器，一窺未來的香港天際線！您亦可點擊漂浮在半空
中、由本地小朋友創作的未來發明，查看相關的介紹。完成觀賞未來天際線後，只需於指定時間內
回答三條問題便可完成任務，收集 Charm Points，繼續贏取更多獎賞。
任務三: 「Charm Points 製造器｣ 設計未來飛船 – 小朋友可以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未來飛船! 首先揀選
飛船的不同部件，再以電子畫筆為飛船加添顏色及不同圖案，完成後只需輕輕一掃，即可把飛船傳
送到螢幕中的未來天際，與其他創意飛船一同留下魅力軌跡，創造色彩繽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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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印記｣
即場製作屬於您的未來回憶 – 登記成為未來能源搜索隊及於天際 100 完成每個
任務均可獲得 10 點「Charm Points｣，最多可收集 40 點。所得的「Charm Points｣除了可以幫助時空
旅行者 SKY 重新啟動飛船，回到未來，更可以兌換成折扣優惠 (1 點 Charm Point 等於 $1 港元)，於
「香港未來印記」機1，自選不同的「未來照片｣及加上字句，即場製作別具特色的個人化禮品，包
括卡片套(原價$108)、文青帆布袋(原價$128)、手提電腦袋(原價$188)及 T-恤(原價$248)，為這次超
時空的天際之旅畫上完美的句號！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觀賞藍天白雲景致 享受高空餐飲體驗
炎炎夏日到來，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特意推出全新夏季精選飛嚐喜悦夏日下午茶、
夢幻變色特飲「天空之鏡」及冷熱交融的兩款雞蛋仔芭菲，既消暑又富有香港地道特色。
1.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飛嚐喜悦夏日下午茶
深受歡迎的 Café 100 下午茶，將推出全新夏日系列茶點，包括三種創意咸點－清新滋味的雞肉及紅
波椒沙律包、醃製三文魚及細香葱三文治、意大利火腿配水牛芝士及蜜瓜。甜食愛好者亦可品嘗五
款精緻甜點，包括加入香港本地特色的港式奶茶慕斯、甜而不膩的荔枝啫喱配上雲呢拿慕斯、為大
家解暑降温的芒果布丁配柚子芒果莎莎、鬆軟的甘筍忌廉芝士蛋糕以及傳統的英式鬆餅配果醬及奶
油忌廉，讓您與親朋好友盡享悠閒夏日時光。「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飛嚐喜悦夏
日下午茶」將由 7 月 15 日起於中午 12 時至 5 時供應，套票將繼續以優惠價港幣 609 元（不設加一
服務費）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 （已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 2 張及 2 位用下午茶）。
2. 「天空之鏡」夏日夢幻特飲
這杯全新的夏日夢幻特飲，由玫瑰花、鮮榨檸檬汁及蝶豆花調製而成，味道清新可口；把檸檬汁倒
入深藍色的特飲中便會漸變為奇幻炫麗的紫紅色，如同蔚藍的天空在黃昏時幻變成紫霞滿天。「天
空之鏡」將由 7 月 15 日起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發售，讓這杯酸甜解渴的特飲
為您驅走夏日暑氣！
3. 冷熱交融的兩款雞蛋仔芭菲
夏日透心涼甜品必定會令人聯想起雪糕，而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更特意為訪客設
計全新的甜品－把香港人氣特色小食雞蛋仔配上北海道牛奶雪糕，材料還包括爆米花、朱古力漿、
莓子漿、朱古力棒等，備有香蕉雞蛋仔芭菲及鮮果雞蛋仔芭菲兩款口味。新鮮烤製的雞蛋仔醮上奶
味香濃的雪糕，令人難以抗拒！
以科技豐富觀景體驗 暑期活動力吸家庭客群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總經理黃慧儀表示：「天際 100 開業至今，一直努力以科技提升訪客的觀景體
驗。自 2015 年起先後推出手機應用程式、AR 及 VR 技術，讓大家可利用 AR 技術拍攝趣味照片；透
1

「香港未來印記」機自選設計服務只適用於活動期間的週六及週日。

新聞稿
過 VR 技術，感受在 ICC 窗外飛翔的震撼。在去年 12 月推出的『愛在天際』光影匯演，配合窗外維
港兩岸璀璨的夜景，為訪客帶來前所未有的視覺享受，而今年情人節新增的『愛在天際 幸福宣
言』自訂留言服務，深受情侶歡迎，更讓天際 100 見證了不少求婚和慶祝週年紀念等難忘時刻。是
次推出『天際 100 玩到未來』暑期推廣活動，我們再次將不同科技，以未來香港及三大任務的故事
串連，融入觀景體驗當中，並鼓勵一家大小一起參與不同的任務，既考驗小朋友對香港的認識，亦
可激發他們無限的創意潛能。」
黃慧儀續指：「天際 100 在過去一年的整體表現理想。於 2018 年第四季落成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及港珠澳大橋，令往來香港及中國內地主要城市的交通更為便捷及帶來重大機遇，加上天際 100 積
極與本地及海外伙伴合作加強推廣，去年的訪客人數再次錄得雙位數的增長，其中增幅以內地最為
顯著，但客源比例仍維持在兩成香港市民、四成國內旅客及四成海外旅客的健康比例。旅客來自超
過 100 個國家及城市，短線客源主要來自日本、韓國、東南亞及印度；長線客源則主要來自英國、
美國及澳洲。展望 2019 年下半年度，經濟環境將為香港旅遊業帶來不少不確定的因素，天際 100
會積極與本地景點及酒店合作夥伴推出特色套票，並加強於海外市場推廣，與業界一同推動香港旅
遊業的發展，共同把握大灣區的旅遊發展機遇。」
「天際 100 未來發明大募集」 讓小朋友的創意衝上天際
未來的世界會出現什麼新發明？就交給充滿創作力量和幻想的小朋友吧！「天際 100 未來發明大募
集」繪畫比賽，誠邀 5 至 12 歲的小朋友分享他們最想於未來見到的新發明。是次天際 100 更夥拍
知名虛擬產品設計師兼插畫家東尼電機為參賽作品擔任評審，分別按創意、功能及藝術性來評分。
兩個階段共 10 幅得獎作品更可獲東尼電機重新演繹，並以動畫方式於活動期間在天際 100「Charm
Points｣掃描器中的未來天際線上出現，成為全港最高的貼堂畫作，向來自海外及本地的旅客展示他
們無窮的創意！
比賽分兩個階段進行，首階段為 6 月 19 日至 6 月 30 日，頒獎典禮已於 7 月 5 日假天際 100 舉行，
獎品包括 iPad 、一田百貨現金優惠劵及便攜式打印機。天際 100 更邀得首 3 位得獎小朋友現身介紹
他們既有創意又非常實用的新發明，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階段的比賽現正接受報名，並將於 7 月 31 日截止參加，得獎作品將會於 8 月份上載於「Charm
Points｣掃描器中「貼堂｣。喜歡繪畫又熱愛創作的小朋友千萬不要錯過，立即登入天際 100 網頁，
了解詳情及上載您最想於未來見到的新發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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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 「天際 100 玩到未來」詳情*：
日期
: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1 日
開放時間
: 星期日至星期四 - 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 （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8 時 30 分）
星期五至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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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52 - 2613 3888 （香港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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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更多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的詳情，請參閱官方網站：www.sky100.com.hk，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sky100hk，及微博：http://weibo.com/sky100hk。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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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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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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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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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悅公關策劃
朱詠瞳小姐
胡杏賢小姐 / 林卓怡小姐
電話：(852) 2613 3805
電話 : (852) 2560 8186 或 (852) 2560 8232
電郵：jonichu@sky100.com.hk
電郵 : cherrywu@joyoushk.com / amandalam@joyou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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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説明︰
圖片一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於 7 月 15 日
至 9 月 1 日期間精心呈獻「天際 100 玩到未
來」暑期推廣活動，誠邀大家一起穿越超時
空，進入充滿幻想的世界，除了可以全方位
360 度欣賞現代香港的美景，您更可一窺香港
未來的天際線各孩子們極具創意的發明！

圖片二
天 際 100 香 港 觀 景 台 總 經 理 黃 慧 儀 女 士
（左），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副市務總監黃敏
思女士（右），聯同嘉賓東尼電機（中）於天
際 100 體驗 ｢天際 100 玩到未來｣ 的各項精彩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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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三
天 際 100 香 港 觀 景 台 總 經 理 黃 慧 儀 女 士
（左）、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副市務總監黃敏
思女士（中）聯同嘉賓及評判東尼電機（右）
及一眾《天際 100 未來發明大募集》第一階段
優勝者。

圖片四
任務一:「Charm Points 收集器｣ 發掘香港的魅
力
天際 100 東面可以環看維港兩岸景色及盡覽香
港島北岸延綿近 10 公里的壯麗天際線。只需
掃描遊戲 QR code (二維碼)開動收集器，您便
可以透過手機鏡頭發掘香港魅力，並點撃收集
「Charm Points｣，贏取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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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五
任務二: 「Charm Points 天際掃描器｣ 透視未來
天際線
於天際 100 北面除了可俯瞰整個九龍半島，您
更可透過 8 米長的「Charm Points｣天際掃描
器，一窺未來的香港天際線！您亦可點擊漂浮
在半空中、由本地小朋友創作的未來發明，查
看相關的介紹。完成觀賞未來天際線後，只需
於指定時間內回答三條問題便可完成任務，收
集 Charm Points，繼續贏取更多獎賞。

圖片六
任務三: 「Charm Points 製造器｣ 設計未來飛船
小朋友可以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未來飛船! 首先
揀選飛船的不同部件，再以電子畫筆為飛船加
添顏色及不同圖案，完成後只需輕輕一掃，即
可把飛船傳送到螢幕中的未來天際，與其他創
意飛船一同留下魅力軌跡，創造色彩繽紛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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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七
「香港未來印記｣ 即場製作屬於您的未來回憶
登記成為未來能源搜索隊及於天際 100 完成每
個任務均可獲得 10 點「Charm Points｣，最多
可收集 40 點。所得的「Charm Points｣除了可
以幫助時空旅行者 SKY 重新啟動飛船，回到未
來，更可以兌換成折扣優惠，於「香港未來印
記」機 2 ，自選不同的「未來照片｣及加上字
句，即場製作別具特色的個人化禮品，包括文
青帆布袋(原價$128)，手提電腦袋(原價$188)，
T-恤(原價$248)及卡片套(原價$108)，為這次超
時空的天際之旅畫上完美的句號！
圖片八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飛嚐喜
悦夏日下午茶
深受歡迎的 Café 100 下午茶，將推出全新夏日
系列茶點，包括三種創意咸點－清新滋味的雞
肉及紅波椒沙律包、醃製三文魚及細香葱三文
治、意大利火腿配水牛芝士及蜜瓜；五款精緻
甜點，包括香港本地特色的港式奶茶慕斯、甜
而不膩的荔枝啫喱配上雲呢拿慕斯、為大家解
暑降温的芒果布丁配柚子芒果莎莎、鬆軟的甘
筍忌廉芝士蛋糕以及傳統的英式鬆餅配果醬及
奶油忌廉，讓您與親朋好友盡享悠閒夏日時
光。「飛嚐喜悦夏日下午茶」將由 7 月 15 日
起於中午 12 時至 5 時供應，套票將繼續以優
惠價港幣 609 元（不設加一服務費）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 （已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
2 張及 2 位用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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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圖片九
「天空之鏡」夏日夢幻特飲
這杯全新的夏日夢幻特飲，由玫瑰花、鮮榨檸
檬汁及蝶豆花調製而成，味道清新可口；把檸
檬汁倒入深藍色的特飲中便會漸變為奇幻炫麗
的紫紅色，如同蔚藍的天空在黃昏時幻變成紫
霞滿天。「天空之鏡」將由 7 月 15 日起於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發售，
讓這杯酸甜解渴的特飲為您驅走夏日暑氣！

圖片十
冷熱交融的兩款雞蛋仔芭菲
夏日透心涼甜品必定會令人聯想起雪糕，而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更特意
為訪客設計全新的甜品－把香港人氣特色小食
雞蛋仔配上北海道牛奶雪糕，材料還包括爆米
花、朱古力漿、莓子漿、朱古力棒等，備有香
蕉雞蛋仔芭菲及鮮果雞蛋仔芭菲兩款口味。新
鮮烤製的雞蛋仔醮上奶味香濃的雪糕，令人難
以抗拒！

新聞稿
附件一︰
冠軍 – 未來發電鞋
發明家：賴尚一
發明品介紹：假如。。。透過走路和跑步可以改變世界，
創造未來，該多美好！
這雙特製的鞋，可以藉着步行儲存能量，人們每天上班下
班、上課下課，每多走一步路就多累積一點能量，回家即
可轉化為有用的能源，提供家中各種電器所需。
將動能變電能，利用科技，響應環保，創造 100 分的未
來！
由東尼電機演繹的未來發電鞋

亞軍 – 情緒錶
發明家：鄭凱彤
發明品介紹：情緒影響個人健康，希望情緒錶能使親子能
了解接納及使用適當方法處理自己的情緒。再者，透過手
錶提示知道別人情緒。使家長能了解小朋友不開心原因，
並能及時處理。讓每個人都能健康快樂。

由東尼電機演繹的情緒錶

新聞稿
季軍 – 寵物新氣龍
發明家：趙容漪
發明品介紹：末來世界空氣污染應該會十分嚴重，我是－
個鼻敏感患病,我最討厭早上的時候，我拿纸巾不停的抽鼻
子，我的發明是－隻騎在我的膊上的新氣龍,他張開嘴巴會
吸入空氣,過濾空氣中的灰塵,還有識別主人聲線功能，當
我打噴嚏時,他的手部會馬上取出纸巾,避免了兩行鼻涕的
尷尬情況發生，恐龍的腳部是按摩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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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東尼電機演繹的寵物新氣龍

其他優秀作品 – 時裝機
發明家：Wong Man Hei
發明品介紹：只要在畫板上繪畫你最喜歡的服裝，就可以
短時間內製作出你的衣服，不需逛街，不需網購。
還可以製造出職業服裝，穿上之後只要一會兒就會自動學
識該種技能，真正體會該職業的好與壞，為未來作最好打
算。

由東尼電機演繹的時裝機

新聞稿
其他優秀作品 – 愛心速遞
發明家：何天行
發明品介紹：機械人和空中沙發, 協助運送老弱傷殘人士
去不同地方, 節省時間。

由東尼電機演繹的愛心速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