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海洋公園與天際 100 攜手呈獻「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
「一張套票，兩種玩法」盡享 73 折優惠 上天落海全方位玩盡香港兩大景點

（香港，2019 年 8 月 27 日）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宣佈聯乘推出「暢玩公
園遊天際｣套票，由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訪客可以 73 折的超優惠價（即成人和小童優惠價分
別為港幣 498 元及港幣 249 元），購買聯乘套票，玩盡香港兩大必遊景點! 優惠更適用於海洋
公園「哈囉喂全園祭」活動期間，機會難逢！
您可於海洋公園免費乘坐最經典的登山纜車遠眺南中國海的壯麗景觀、體驗各種刺激的機動遊
戲、探望世界 5 大洲的珍稀動物、重溫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舊日情懷；翌日再到風格截然不同
的天際 100，於全港最高建築，360 度鳥瞰維港和香港著名的天際線，欣賞日落美景和「愛在天
際｣光影匯演，以及在彷如置身雲端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品嘗美食。一個套
票兩種玩法，動靜皆宜。海洋公園與天際 100 更特別設計了 3 款建議行程以供參考；無論是一
家大小共享天倫，還是朋友聚會或拍拖打卡，多款精彩體驗，總可以滿足不同需要。
益智好玩之選
有 7 天有效期的「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讓您可以一次過輕鬆計劃一連兩天益智又好玩的週
末家庭遊。第一天可以先登上天際 100，在 393 米高空 360 度鳥瞰香港四方八面不同的景觀。
家長和小朋友可於「天際 100『港』故事｣，一面長達 28 米的巨型互動故事牆，發掘由天際 100
與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特別搜羅的 100 個別具特色的香港故事；透過文字、影片及各種展
品，對照窗外景色，讓小朋友對香港各種風貌如街道變遷、傳統手藝及風俗儀式等有更多的認
識。第二天暢遊海洋公園，一家大小可以一同走進深海世界，揭開海洋生態的奧秘，又可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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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大洲的珍稀動物，近距離與動物明星見面；動物護理員更會在動物餵飼時現身分享動物
互動的趣事，寓學習於娛樂，小朋友亦可了解瀕臨絕種動物現時面對的威脅，將保育意識薪火
相傳。
驚險刺激之選
熱愛刺激的您可以先到海洋公園暢玩刺激好玩的機動遊戲，感受速度與離心力帶來的忘我快感。
於海洋公園「哈囉喂全園祭」期間更可延長玩樂時間至晚上，享受集驚慓、刺激和尖叫於一身
的經典主題公園！翌日再到天際 100「天際動感虛擬體驗區」，戴上 VR 眼鏡、坐上飛行椅，感
受腳下懸空的 360 度虛擬飛行體驗，於海拔 393 米環迴俯瞰天際 100 獨有的日夜美景，更可感
受震撼的煙花與燈光表演及颱風來襲時的威力，令您腎上線素飆升！
溫馨浪漫之選
想花點心思與另一半來個香港微旅行，「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就最為適合。情侶們可先到海洋
公園，於打卡勝地「香港老大街」拍出港式情懷有趣照片，又可一起合作玩攤位遊戲拉近彼此
距離，之後再乘搭登山纜車遠眺南中國海的壯麗景觀、體驗各種刺激的機動遊戲，或在「水母
萬花筒」享受靜謐的一刻；於傍晚時份到天際 100 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一邊享受浪漫的日落美景，一邊品嘗精緻的甜品。待華燈初上，再手拖手欣賞每晚 7 時開始的
「愛在天際」光影匯演，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圖案作主題的立體動畫與窗外的維港景致互相暉映，
讓情侶們在璀燦的夜景下，為一日浪漫的旅程畫上完美句號。
可享 73 折的優惠價格
「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售價為港幣 498 元（成人）及港幣 249 元（3 歲或至 11 歲小童），比
分別以正價購買兩張門票可享 73 折優惠1，每位成人可節省港幣 188 元，小童則可節省港幣
128 元。套票由即日起於海洋公園官方網站、天際 100 官方網站、天際 100 微信微商城及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同步發售。優惠難逢，不可錯過！
「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詳情
推廣期
: 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
購票途徑 : 海洋公園官方網站、天際 100 官方網站、天際 100 微信商城 及天際 100 一樓
票務大堂
票價
: HK$498 （成人）
HK$249 （3-11 歲之小童）
套票內容 : 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標準門票各乙張（有效期為使用套票日起計 7 日內）
1

#

正價成人套票為港幣 686 元，小童套票為港幣 377 元
購票日期由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11 日 21 日
套票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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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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園
開放時間
地點
查詢電話
網站

:
:
:
:

星期一至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香港仔黃竹坑道一百八十號
3923 2323
www.oceanpark.com.hk

注: 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的開放時間或會不時更改，建議親臨前瀏覽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官方網
站查看有關細則及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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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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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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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是香港本土獨特的主題公園，持續營造家庭歡樂和美好回憶。自 1977 年 1 月作為非營
利機構開業以來，海洋公園經多年發展，現已成為世界級觀光景點，緊密連結大自然和旅客，
並以動物護理、保育和研究，以及積極建立社區關係稱著。而自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於 2018
年 10 月開業後，公園成為國際級度假勝地，為遊人提供一站式世界級酒店住宿，並體驗香港南
港島的美麗景觀、驚險刺激的機動遊戲及與動物親上加親活動，還有富有本地特色的景點及各
式各樣的美食。位處海洋公園的香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是城市中的綠洲，毗鄰港鐵站，提供
471 間客房和套房，以及一系列度假式服務及商務設施。
海洋公園開業至今已有超過一億四千萬名旅客觀光，老少咸宜，一直致力提供具有教育和保育
性質的綜合娛樂體驗。海洋公園入場門票及商品店指定精品之部份收益持續撥捐給香港海洋公
園保育基金以支持動物保育工作。2012 年海洋公園勇奪由瑞典里瑟本主題公園頒發，廣受全球
主題公園及景點業界認同的頂尖榮譽大奬「Applause Award」（全球最佳主題公園獎(2012)）。
該獎項每兩年於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博覽會上頒發一次，表揚在管理、營運及創意成就上發
展驕人的旅遊景點。自 1980 年以來，海洋公園是亞洲第一個獲得此國際殊榮的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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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杏賢小姐 /林卓怡小姐
朱詠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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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説明︰
圖片一
海洋公園及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宣佈聯乘推出「暢玩公園遊
天際｣套票，由即日起至 12 月 20 日，訪客可以 73 折的超優
惠價（即成人和小童及長者優惠價分別為港幣 498 元及港幣
249 元），購買聯乘套票，玩盡香港兩大必遊景點! 優惠更
適用於海洋公園「哈囉喂全園祭」活動期間，機會難逢！套
票由即日起於海洋公園官方網站、天際 100 官方網站、天際
100 微信微商城及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同步發售。優惠難
逢，不可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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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二
推介行程 (一): 適合一家大小的益智好玩之選
有 7 天有效期的「暢玩公園遊天際」套票，讓您可以一次過
輕鬆計劃一連兩天益智又好玩的週末家庭遊。第一天可以先
登上天際 100，在 393 米高空 360 度鳥瞰香港四方八面不同
的景觀。家長和小朋友可於「天際 100『港』故事｣，一面
長達 28 米的巨型互動故事牆，發掘 100 個別具特色的香港
故事，讓小朋友對香港各種風貌如街道變遷、傳統手藝及風
俗儀式等有更多的認識。
圖片三
第二天暢遊海洋公園，一家大小可以一同走進深海世界，揭
開海洋生態的奧秘，又可探望世界五大洲的珍稀動物，近距
離與動物明星見面；動物護理員更會在動物餵飼時現身分享
動物互動的趣事，寓學習於娛樂，小朋友亦可了解瀕臨絕種
動物現時面對的威脅，將保育意識薪火相傳。

圖片四
推介行程 (二): 適合一班朋友聚首的驚險刺激之選
熱愛刺激的您可以先到海洋公園暢玩刺激好玩的機動遊戲，
感受速度與離心力帶來的忘我快感。

圖片五
於海洋公園「哈囉喂全園祭」期間更可延長玩樂時間至晚
上，享受集驚慓、刺激和尖叫於一身的經典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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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六
翌日再到天際 100「天際動感虛擬體驗區」，戴上 VR 眼
鏡、坐上飛行椅，感受腳下懸空的 360 度虛擬飛行體驗，於
海拔 393 米環迴俯瞰天際 100 獨有的日夜美景，更可感受震
撼的煙花與燈光表演及颱風來襲時的威力，令您腎上線素飆
升！

圖片七
推介行程 (三): 適合情侶微旅行的溫馨浪漫之選
想花點心思與另一半來個香港微旅行，「暢玩公園遊天際｣
套票就最為適合。情侶們可先到海洋公園，於打卡勝地香港
老大街拍出港式情懷有趣照片，又可一起合作玩攤位遊戲拉
近彼此距離。

圖片八
於海洋公園乘搭登山纜車遠眺南中國海的壯麗景觀

圖片九
於傍晚時份到天際 100 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一邊享受浪漫的日落美景，一邊品嘗精緻的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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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十
待華燈初上，再手拖手欣賞每晚 7 時開始的「愛在天際」光
影匯演，以夜空及香港特色圖案作主題的立體動畫與窗外的
維港景致互相暉映，讓情侶們在璀燦的夜景下，為一日浪漫
的旅程畫上完美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