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呈獻「秋日驚喜 3•2•1 限時優惠」 

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     情侶閨蜜優惠價歎 Café 100 二人下午茶 

悠然自得一人免費品酒賞美景 
 

（香港，2019 年 10 月 18 日）驚喜就是意想不到！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由即

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推出「秋日驚喜 3•2•1 限時優惠」3 款不同優惠折扣，其中

最吸引的當然是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優惠，即平均門票每位只需港幣$63！情侶閨蜜

二人行亦可以港幣$499 的超優惠價，品嘗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全新推出

的「Fall in Love」二人下午茶；喜歡一人享受獨處時光？「Drink on Us」優惠就最適合不過，

只需以港幣$188 購買成人標準門票即送您美酒一杯！無論是一家人共享天倫、情侶閨蜜

共聚，或是個人旅「悠」都能找到性價比超高的驚喜優惠！ 

 
三人之選: 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優惠 

正值秋高氣爽，想與家人朋友去玩就不要錯過天際 100 推出的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

優惠，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港人只需親臨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並出示香港

居民身份證，即可以超優惠價港幣$189 購買三張標準門票(適用於成人、小童及長者)，即

平均每位只需港幣$63！而且額外的同行親友亦可以優惠價港幣$70 購買門票，數量不限。

三張成人門票原價為港幣$564，現只需港幣$189，即約 33 折！此外，購買此優惠門票，

更可免費暢玩 360 VR1，讓您在虛擬世界中感受腳下懸空、在海拔 393 米高的飛行體驗；

而小朋友除了可在 28 米的互動故事牆自由探索許多有趣又鮮為人知的香港典故，在優惠

期間於指定週六及日，天際 100 更安排了各式主題親子活動，包括創意繪畫班、小小魔術

師學堂、親子機械人工作坊等，讓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過一個充實的週末，詳情請參閱天

際 100 官方網頁。 

 
二人之選，情侶閨蜜以優惠價品嘗 Café 100 全新「Fall in Love」二人下午茶 

為迎接浪漫秋日，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特意推出全新「Fall  in Love 二人

下午茶」，以時令材料如南瓜和栗子等設計出精致又可口的8款鹹甜點，包括蜂蜜南瓜忌

廉芝士開心果撻和威士忌栗子朱古力杯，味道濃郁；而紅桑子綠茶慕斯，不論顏色與口感

均有強烈的對比，層次分明，令人一試愛上！「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Fall in Love二人下午茶優惠套票」由即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以特別優惠價港幣 $499

（不設加一服務費）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 （已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兩張及兩位用下

午茶）。想與摯愛及閨蜜在迷人海景下分享精致的美食，共度一個浪漫窩心的秋日，就不

要錯過這期間限定優惠啦！ 

 

一人之選，悠然自得獨享「Drink On Us」優惠 

放下煩憂跟自己來個悠閒的約會，愜意地享受一個人獨處的時間，也是個不錯的選擇。由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凡以港幣$188 購買一張正價成人標準門票，天際 100 即送

您一杯迎賓美酒，可選擇氣泡酒、紅或白酒
2
，讓您在繁華都市中，看著遼闊寧靜海景輕

嘗淺酌，享受屬於您的靜謐時光。 
                                                           
1
 360 VR 體驗服務時間為 13:30 -19:00 

2
 訪客可選擇非酒精飲品包括橙汁、汽水、咖啡或茶；18 歲以下訪客須選擇非酒精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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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秋日驚喜 3•2•1 限時優惠」總覽 

優惠名稱  優惠內容  購買/ 

換領地點  

優惠期限  

三人之選: 

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優惠 

- 港人只需親臨天際 100 一樓票務大堂並出

示香港居民身份證，即可以超優惠價港幣

$189 購買三張標準門票(適用於成人、小童

及長者)，即平均每位只需港幣$63！ 

- 額外的同行親友亦可以優惠價港幣$70 購

買門票，數量不限。 

-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居民，即購票人士須為

本港居民，同行人士則不在此限 

天際 100

一樓票務

大堂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二人之選: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Fall in 

Love 二人下午

茶」優惠套票 

-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

全新的秋季主題「Fall in Love 二人下午

茶」，每日由中午 12 時至 6 時供應，套票

現以特別優惠價港幣 $499 於天際 100 官方

網站發售 (不設加一服務費，原價為港幣

$764) ，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兩張及兩位

用下午茶。 

- 優惠適用於香港居民及旅客 

天際 100

官方網頁 

一人之選: 

「Drink On Us」

優惠 

- 以正價港幣$188 元購買一張成人標準門

票，天際 100 即送您一杯迎賓美酒，可選

擇氣泡酒、紅或白酒，亦可選橙汁、汽

水、咖啡或茶。 

- 優惠適用於香港居民及旅客 

天際 100

官方網頁

或天際 100

一樓票務

大堂 

 
天際 100 — 「秋日驚喜 3•2•1 限時優惠」詳情*： 

推廣日期 : 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開放時間 : 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9 時（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8 時 30 分） 

由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則為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8 時 30 分  

（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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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sky100.com.hk/
http://h
htt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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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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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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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詠瞳小姐 

電話：(852) 2613 3805 

電郵：jonichu@sky100.com.hk 

智悅公關策劃 

胡杏賢小姐 /林卓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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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cherrywu@joyoushk.com /  

amandalam@joyou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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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説明  

 

圖片 1：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推

出「秋日驚喜 3•2•1 限時優惠」3 款不同優惠折扣: 

- 三人之選: 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優惠 

- 二人之選: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 Fall in Love 二人下午茶」優惠套票 

- 一人之選: 「Drink On Us」優惠 

 

圖片 2： 

港人專享「$189 三人遊」優惠：只需出示香港居民身

份證，即可以超優惠價港幣$189 購買三張標準門票

(適用於成人、小童及長者)，即平均每位只需港幣

$63！ 
 

 

圖片 3： 

由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於指定週六及日，天際 100

均安排了各式主題親子活動，讓大人和小朋友都可

以過一個充實的週末。 

 

圖片 4：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推出全新的秋季

主題「Fall in Love 二人下午茶」，套票現以特別優惠價

港幣 $499 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 (不設加一服務

費) 。最適合與摯愛及閨蜜在迷人海景下分享精致的

美食，共度一個浪漫窩心的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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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的日落美景已成

為熱門的打卡勝地。 

 

圖片 6： 

「Drink On Us」優惠：以正價港幣$188 元購買一張成

人標準門票，天際 100 即送您一杯迎賓美酒，讓您在

繁華都市中，看著遼闊寧靜海景輕嘗淺酌，享受屬

於您的靜謐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