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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於 5 月 8 日起重新開放   

適逢母親節  將推出多項「攜手同行 9 週年」優惠為香港人打打氣 

 
 (香港，2020 年 5 月 7 日)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將於 5 月 8 日重新開放，由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推出「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優惠，為香港人打打氣！優惠包括

「港人專享門票買一送二」、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全新二人下午茶及日落

晚餐套票期間限定優惠。此外，於 9 週年推廣期間到訪天際 100 禮品店，更可以港幣 9 元購

買每週精選小禮品！  

 
近期不少人因未能外遊而感到可惜，其實最好的已經在身邊。位於市區中心點的天際 100，

其 360 度香港全景世界知名，多年來吸引逾百個國家的旅客到訪；儘管你穿上運動鞋，腳踏

泥濘，爬上全港最高的山峰，所看到的香港景觀也大有不同。在天際 100 您既可清晰地看到

港島區地標式的天際線，亦可把整個九龍半島的景色一覽無遺，又可遠眺大嶼山及長洲等離

島的翠綠景致，而且乘坐全港最快的雙層升降機，只需一分鐘便可直達 100 樓，還未回過神

來就已置身 393 米高空，可以無阻擋的鳥瞰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色，加上觀景台上的多項互

動多媒體展覽，更可發掘許多有趣的香港典故及歷史文化變遷。天際 100 誠邀港人趁着即將

來臨的母親節，與媽媽攜手高空遊香港，一同賞美景嚐美食！ 

 

「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優惠詳情： 
 

1) 港人專享門票優惠   身份證號碼有「9」字即享買一送二 

天際100由開業至今，陪伴不少香港人度過許多重要又難忘的時刻。為答謝香港人多年來的

支持，天際100推出港人專享門票買一送二優惠，鼓勵香港人遊香港。由5月8日至6月30日期

間，只需親臨天際100一樓票務大堂，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證並購買正價成人門票一張（原價

港幣188元）1，身份證號碼包含「9」字即可免費獲贈多兩張門票，即買一送二！折扣後平

均一張門票只需港幣63元；其他港人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證亦可享有買一送一優惠，讓您可與

家人好友再次共聚，360度鳥瞰香港迷人的景色。 

 
2) 全新二人下午茶及期間限定套票優惠   母親節最佳禮物 

為配合 9 週年推廣，深受歡迎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也推出全

新菜式，提供鹹及甜點各四款，以美景和美食緩和大家多月來抗疫的緊張心情。鹹點包括層

次豐富粟米忌廉香辣雞肉迷你軟包、經典奧巴茲達芝士勞根麵包、烤蘑菇芝士酥皮盒及煙三

文魚瑞士卷配檸檬醬，味道清新可口。甜點則包括充滿香港情懷的香草杏莓港式奶茶慕斯、

香醇濃郁的脆脆朱古力布朗尼、紅桑子綠茶朱古力杯及香甜鬆軟的英式鬆餅配果醬及奶油忌

廉。鹹甜點各半味道平衡得宜，而且每款造型精緻，最適合與媽媽一同分享，報答她為照顧

家人的辛勞。「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新菜式將由 5月 8日起，

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供應，套票原價為港幣 764 元，現以「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

 
1 正價成人門票為港幣 188元，正價小童及長者門票為港幣 1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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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價港幣 499 元（不設加一服務費），包括天際 100 標準門票兩張及兩位用下午茶，於天

際 100 官方網站發售，每日供應有限，售罄即止。 

 
3) 全新「日落晚餐」  於全港最高地標品嚐雲端上的美味及享受夕陽美景 

黃昏晚霞份外迷人，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亦推出全新的「日落晚餐」及優

惠套票。「日落晚餐」由三道菜組成，頭盤可選餐湯或沙律，主菜則有四款選擇，包括鮮嫩

的大蝦蘑菇扭紋粉配蕃茄蜆殼汁、味道濃郁的慢煮牛面頰配香蒜薯蓉再澆上紅酒汁和惹味的

泰式椰汁紅咖喱雞配雜菜及白飯，另有素食之選焗蘑菇千層麵配車打菠菜忌廉汁；最後以精

緻的甜品作結，可配是日精選蛋糕或窩夫伴北海道牛乳雪糕。讓您一邊觀賞夕陽西下華燈初

上的香港美景，一邊品嚐由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主理的精緻美食。晚餐後更可到天際 100 東

面觀景台欣賞「愛在天際」光影匯演，特色的投影與窗外的維港景致互相暉映，令迷人的維

港夜景顯得更璀璨。「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日落晚餐」由 5 月 8 日起，於

下午 5 時至 8 時供應，套票包括天際 100 成人標準門票一張及 Café 100 三道菜晚餐一份。現

以「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優惠價港幣 399 元（不設加一服務費）於天際 100 官方網站

發售。 

 
4) 港幣 9 元換領每週精選禮品   每星期不一樣款式 

於 9 週年推廣期間，天際 100 禮品店亦將大派福利，禮品店將每星期推出不同款式的精選小

禮品，只需港幣 9 元就可買到！ 

 
保持警惕   一系列防疫措施為訪客及員工締造安全舒適的環境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稍緩，為保障訪客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天際 100 於 5 月 8 日起重新

開後會繼續為觀景台加強清潔消毒及實施以下防疫措施，務求為每一位訪客及員工提供一個

安全舒適的觀景體驗及工作環境： 

• 所有訪客及員工在進入天際 100 範圍前，必須佩戴口罩及接受體溫檢查，體溫高於攝

氏 37.5 度之人士將不予安排入場，並建議立即前往醫院治理 

• 為配合香港現時採取的防疫措施，曾外遊之訪客請安排於回港 14 天後始到訪天際 100 

• 所有訪客及員工須使用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後才可進場 

• 所有扶手電梯之扶手帶及升降機廂每兩小時進行消毒 

• 所有升降機廂表面塗上具殺菌功效之納米塗層，以防止細菌及病毒積聚  

• 更改開放時間至每日上午 11 時至晚上 8 時，以預留更多時間在觀景台開放前後進行

徹底消毒及清潔 

• 每日於觀景台開放前進行全面空氣消毒殺菌；於觀景台開放期間以 1:49 的稀釋漂白水

在所有公眾地區作三次深層清潔 

• 密切監察及適時作出人流管制，包括升降機及觀景台範圍以減少人流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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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訪客未能遵守以上防疫措施，天際 100 將會拒絕該訪客進場。以上抗疫措施或會為大家帶

來不便，懇請各訪客見諒，一起與天際 100 攜手抗疫。 

 
「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詳情*：  
 

日期 :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 

時間 : 每日上午 11 時至晚上 8 時（最後進場時間為晚上 7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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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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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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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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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説明 

 

圖片 1： 
 

天際 100 香港觀景台（天際 100）由 2020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30 日期

間，推出「天際 100 攜手同行 9 週年」優惠，為香港人打打氣！ 

 圖片 2： 

 
儘管你穿上運動鞋，腳踏泥濘，爬上全港最高的山峰，所看到的香

港景觀也大有不同。在天際 100您既可清晰地看到港島區地標式的天

際線，亦可把整個九龍半島的景色一覽無遺，又可遠眺大嶼山及長

洲等離島的翠綠景致，而且乘坐全港最快的雙層升降機，只需一分

鐘便可直達 100 樓，還未回過神來就已置身 393 米高空，可以無阻擋

的鳥瞰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色。 

 
 

圖片 3： 

 
為答謝香港人多年來的支持，天際 100特別推出港人專享門票買一送

二優惠，身份證號碼包含「9」字即可免費獲贈多兩張門票，即買一

送二；其他港人出示有效香港身份證亦可享有買一送一優惠！ 

 

 

圖片 4： 

 
深受歡迎的 Café 100 by The Ritz-Carlton, Hong Kong 二人下午茶推出了

全新菜式，提供鹹及甜點各四款，以美景和美食緩和大家多月來抗

疫的緊張心情。下午茶鹹甜點每款造型精緻，最適合母親節與媽媽

一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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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5： 
 

全新的「日落晚餐」由三道菜組成，讓您一邊觀賞夕陽西下華燈初

上的香港美景，一邊品嚐由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主理的精緻美食。

晚餐後更可到天際 100東面觀景台欣賞「愛在天際」光影匯演，特色

的投影與窗外的維港景致互相暉映，令迷人的維港夜景顯得更璀

璨。 
 

 
圖片 6： 
 

禮品店將每星期推出不同款式的精選小禮品，只需港幣 9 元就可買

到！ 
 

 

 

 
圖片 7： 

 
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稍緩，為保障訪客和員工的健康和安全，天

際 100 於 5 月 8 日起重新開後會繼續為觀景台加強清潔消毒及實施

以下防疫措施，務求為每一位訪客及員工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觀景

體驗及工作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