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下載相關高清相片，請瀏覽： https://bit.ly/3eTCjr5  

 

昂坪 360 呈獻「尋蛋滋味 360」 

1 折預訂小童門票 再贈尋蛋工具套裝 完成任務贏大獎 

大送酒店二人住宿連昂坪纜車套票、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 
放大版蛋撻鞦韆、蛋卷搖搖板、復活彩蛋打卡牆  

 

  
 

（香港 - 2021 年 3 月 19 日）今個復活節，昂坪 360 特意準備一連串歡樂活動，於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11 日期間舉辦「尋蛋滋味 360 之尋蛋任務」，昂坪市集搖身一變成為尋蛋樂園，各

位小朋友只要成功找到五隻隱藏於不同角落的復活蛋圖案，並完成指定任務，即可參加尋蛋任

務大抽獎！豐富獎品包括酒店住宿連昂坪纜車門票、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等。另外，由即日

起至 3 月 31 日，可於昂坪 360 官網或指定伙伴網站優先以 1 折預購小童門票，並於到訪日到

昂坪市集憑票換取尋蛋工具套裝！ 

 

復活節限定優惠 早鳥小童門票 1 折 

為慶祝復活節來臨，由即日起至3月31日，凡於昂坪360

官網或指定伙伴網站預訂 4 月 2 日至 11 日的指定纜車門

票，即可以 1 折購買小童標準或水晶車廂來回纜車門票！

快來昂坪 360搭上纜車摩天之旅，一系列活動等你前來體

驗！ 

 

 

 

 

昂坪 360 來回纜車門票－復活節限定折扣優惠 

購票網址： https://bit.ly/3c0KBvJ  

預售日期： 2021 年 3 月 19 日至 3 月 31 日 

https://bit.ly/3eTCjr5
https://bit.ly/3c0KBvJ


                                       

詳情： 

凡於昂坪 360 官網或指定伙伴網站預訂 4 月 2 日至 11 日的指定纜車門票，即

可以 1 折購買小童標準或水晶車廂來回纜車門票。 

 

來回纜車門票 小童（3 至 11 歲） 

 原價 1 折優惠價 

標準車廂 $110 $11 

水晶車廂 $190 $19 
 

 
完成尋蛋任務 驚喜禮品大放送 

  
 

由即日起於昂坪 360官方網站或指定伙伴預訂 4月 2日至 11日期間的「復活節限定折扣優惠」

小童門票，即可於昂坪市集憑票換取尋蛋工具套裝，參加「尋蛋任務」主題活動。尋蛋工具套

裝包括六隻復活蛋、尋蛋地圖、可愛兔仔耳頭箍、顏色水筆、貼紙連同復活籃！ 

 
玩家只需根據尋蛋地圖上的提示，於昂坪市集不同角落

找出五款復活蛋主題圖片，再依照圖案配對貼紙，並正

確地貼上復活蛋。完成整個尋蛋旅程後，可到 360 旅遊

資訊中心出示五隻復活蛋完成品，並追蹤昂坪  360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專頁，即可參加大抽獎一次！

獎品非常豐富，包括諾富特東薈城酒店雙人兩日一夜住

宿連昂坪 360 來回纜車水晶車廂門票兩張、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昂坪 360 來回纜車標準車廂門票兩張

等，一次過滿足大人小孩的願望。 

 

 獎品 價值 

大獎 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 (1 份) $2,340  

二獎 諾富特東薈城酒店雙人兩日一夜住宿連昂坪 360 來回纜車

水晶車廂門票兩張 (3 份) 

$1,480 

三獎 昂坪 360 來回纜車標準車廂門票兩張 (680 份) $470 

 

  



                                       

兩大打卡位—復活彩蛋打卡牆＋放大版蛋撻鞦韆 

  
  

說到雞蛋大家可能會聯想起蛋撻、蛋卷等香港地道小食，因此昂坪 360 將傳統蛋製食品融入至

不同打卡位之中。第一站將港人最愛小食之一蛋撻，打造成「蛋撻鞦韆」，大家可坐在滑溜溜

的蛋撻面上拍照留念，玩味十足！背景更模仿傳統冰室的設計，舖滿菱格馬賽克磁磚，盡顯懷

舊復古味道，猶如置身八十年代冰室之中，充滿老香港情懷，絕對會成為人氣打卡位！旁邊的

蛋卷搖搖板亦是另一焦點所在，爽脆鬆化的蛋卷外形，像真度十足！ 

 

 
另一邊亦設有少女系復活彩蛋打卡牆，牆上掛滿可愛造型的特色糕點，

當中少不了恆香經典的皮蛋酥及色彩繽紛的復活蛋，單是看到已足以令

人垂涎三尺！大家可戴上尋蛋工具的兔仔耳頭箍，扮演小兔子蹦蹦跳跳

進打卡位之中，粉紅色為主的裝飾配上糖果粉藍背景，猶如置身童趣卡

通世界，充滿可愛感，快來拍拍照及齊齊放電！ 

 

 

 

 

主題活動：「尋蛋滋味 360 之尋蛋任務」 

日期：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4 月 11 日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地點： 昂坪市集 

詳情： 

由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於昂坪 360 官方網站或指定伙伴優先預訂 4 月 2 日至

4月 11日期間的「復活節限定折扣優惠」小童門票，即可於到訪日於昂坪市集

的 360 旅遊資訊中心憑票換取尋蛋工具套裝，參加「尋蛋滋味 360」主題活

動。尋蛋工具套裝包括六隻復活蛋、尋蛋地圖、可愛兔仔耳頭箍、顏色水筆、

貼紙連同復活籃！ 

 

完成「尋蛋滋味 360」任務後，到 360 旅遊資訊中心出示 5 款已貼上貼紙的復

活蛋作品，並追蹤昂坪 360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專頁，即可參加尋蛋任

務大抽獎一次。獎品包括諾富特東薈城酒店雙人兩日一夜住宿連昂坪 360 來回



                                       

纜車水晶車廂門票兩張、任天堂 Switch 遊戲機、昂坪 360 來回纜車標準車廂

門票兩張等。 

備註： 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54252 

復活節主題打卡位 

日期： 2021 年 4 月 2 日至 6 月 14 日 

時間： 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 昂坪市集圓形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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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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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由 Above The Line 公關推廣公司代昂坪 360 發放。 

如有查詢，請聯絡： 

 

Ms. Joyce Ng 電話：3956 3704 / 6342 6385 電郵：joyceng@abovetheline.com.hk 

Mr. Tony Tse 電話：3954 5306 / 6106 7625 電郵：tonytse@abovethel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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