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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会议  
讨论文件  
 

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香港迪斯尼乐园计划的工作进展  

 
目的  
 
 本文件载述香港迪斯尼乐园计划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最

新的工作进展。  
 
背景  
 
2. 香港迪斯尼乐园于2005年9月12日开幕。乐园是政府振兴

旅游业和推动香港成为家庭旅游首选目的地的其中一项策略性

措施。乐园是一个世界级主题公园，提供高质素的家庭游乐设

施予公众享用。在 2006年，过夜家庭旅客和 16岁以下的年轻旅

客数字分别较2005年增加了15.8%和23.5%。过夜家庭旅客当中，

有36%携同子女到访，比2005年的26%为高，可见乐园有助巩固

这个重要的旅客市场。  
 
3. 香港迪斯尼乐园由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主题乐园

公司 )拥有，政府和华特迪斯尼公司 (迪斯尼 )为这家合营公司的

股东。乐园由香港迪斯尼乐园管理有限公司 (乐园管理公司 )管
理，而乐园管理公司是迪斯尼的全资附属公司。主题乐园公司

由董事局监察，成员包括五位来自政府的董事 1、四位迪斯尼董

事及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迪斯尼乐园现已开业第三年 2。 
 
乐园运作  
 
4. 香港迪斯尼乐园在第二个营运年度接待访客超过 400 万

人次，较首个营运年度为低。根据主题乐园公司表示，景点在

建筑期及开幕前所引致的热切期待，往往会造成开幕初期访客

人数比第二年为高，这种情况和世界上其它主题乐园的经营经

验亦大致相同。乐园自正式开幕以来，已接待超过 1 000 万名访

                                                 
1  由 2007 年 7 月 1 日起，五位来自政府的董事包括财政司司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发展局局长及旅游事务专员。  
 
2  香港迪斯尼乐园每个营运年度由 10 月开始至翌年 9 月结束。  



客。以入场人数计算，香港迪斯尼乐园能挤身全球二十大主题

乐园之列。根据主题乐园公司进行的顾客调查显示，90%的访客

对乐园的体验评为正面，92%表示有意重游乐园。所得的评分比

开幕初年两个指标均为 85%有所进步。  
 
5. 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访客来源比其它在区外知名度较低的

景点较为国际化。在乐园开业第二年，来自国际和中国内地的

访客比例有所上升。  
 

访客来源地分项数字   
年度  本地  内地  国际  

2005-06 42% 34% 24% 
2006-07 31% 39% 30% 

 
6. 除了主题乐园，香港迪斯尼乐园的两所酒店 3亦为访客提

供独特的欢乐经验。乐园酒店在上个营运年度的酒店入住率上

升了五个百分点，这种正面的趋势在今年持续。酒店住客对入

住体验评为正面的占 97%，亦有 94%的受访者表示有意再入住

酒店，较开幕首年的 96%及 88%为佳。  
 
7. 作为发展策略的一环，香港迪斯尼乐园已确定会展及奖

励旅游业具有增长潜力。本营运年度至今，这方面的营业额已

比开业第二年有明显的增长。乐园内的两所酒店亦提供独特的

婚礼场地。这方面的业务在过去两年已录得稳定增长。乐园会

继续善用在这个市场层面的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其酒店业务。  
 
8. 香港迪斯尼乐园一直密切注意公众对提升乐园旅游体验

的期望。自开幕以来，乐园已推出五项全新游乐设施，包括「驰

车天地」、「UFO 地带」、「幸会史迪仔」、「动画艺术教室」和「米

奇水花巡游」。即将于 2008 年春季开幕的「小小世界」将会是

乐园另一项大型的游乐设施。此外，乐园亦将于 2008 年引进四

个较小型的游乐设施，以提升乐园的气氛及让访客参与更多观

光和互动性质的活动。  
 
9. 香港迪斯尼乐园最近与商业贷款机构洽商重订一笔为数

23 亿元的商业贷款的年期，以及一笔为数 10 亿元的周转信贷。

原本的贷款协议订有半年结财务表现契诺，而最后贷款到期日

                                                 
3 两所酒店分别为香港迪斯尼乐园酒店和迪斯尼好莱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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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主题乐园公司最近与贷款集团所达

成新的协议中，财务表现契诺已被撤销，而贷款还款期亦提前

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并由 2007 年 11 月 14 日起修订周转信贷

额至 8 亿元。  
 
10. 虽然政府认同香港迪斯尼乐园现处于运作初期，但作为

主题乐园公司的大股东，政府对乐园的表现并不满意。政府已

敦促乐园管理公司继续改善营运效率，并提出具成本效益的市

场推广策略。迪斯尼亦同意在今、明两个年度 (即 2007-08 及

2008-09 年度 )豁免管理费用并延收专利权费用，直至主题乐园

公司财政状况得到改善。  
 
市场推广及宣传  
 
11. 迪斯尼乃国际知名品牌，具备在美国经营大型主题乐园

的往绩。不过，乐园需要时间适应本港的经营环境。根据过去

两年的营运经验，乐园管理公司已定出部分需要进一步改善的

地方。  
 
(a) 令访客的体验更加丰富  
 
12. 在 2006-07 年度，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访客平均在园内逗留

七小时。连同园内游乐设施的数目比例计算，此数字和美国加

州迪斯尼乐园的相若。然而，市场认为乐园太细加上「游乐设

施不够」，仍是访客却步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主题乐园公

司已增加特备节目，务求令访客的体验更多姿多采，并吸引更

多新和再游览的访客。  
 
(b) 针对青少年客群  
 
13. 家庭旅客向来是世界各地迪斯尼主题乐园的核心客群。

香港迪斯尼乐园深明这个客群十分重要，但同时设定青少年为

另一目标客群。制定这个策略的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家庭旅客入

场人数相当季节性，主要受到学校假期安排影响。  
 
(c) 迎合亚洲／中国市场  
 
14. 香港迪斯尼乐园认为有需要去迎合本地访客的口味，为

香港这个地区呈献一个独一无二的迪斯尼主题乐园。「梦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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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是世界各地迪斯尼前所未有的，特别为本地及内地访客而

设计，让他们尽情拍照。而在明日世界中的「幸会史迪仔」，

亦采用互动动画技术，备有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版本。访客日

后亦会在香港迪斯尼乐园新增的游乐设施，例如「小小世界」，

看到更多中国及亚洲的独有特色。  
 
(d) 实行弹性票务安排  
 
15. 在 2006 年 9 月底，主题乐园公司推出香港迪斯尼乐园「全

年通行证」计划，为多次到访乐园的访客提供更大弹性和方便。

售出的通行证现已逾 11 万套，符合计划目标。通行证持有人超

过 95%是香港市民。  
 
(e) 与本地旅游业建立合作关系  
 
16. 香港迪斯尼乐园明白旅游业界是重要伙伴，因此致力与

业界加强合作关系，并扩展分销渠道，以及改良产品及程序，

以迎合亚洲市场。自乐园开幕以来，公司的销售伙伴已由 50 个

增加至 130 个。  
 
(f) 分享市场信息  
 
17. 香港迪斯尼乐园与旅游事务署和香港旅游发展局紧密合

作，交流市场经验和信息，尤其是有关内地旅客的情况。透过

市场渗透和消费模式研究，乐园会设计一套更深入的市场推广

策略，以便进一步将推广工作覆盖重要市场及其它有潜力的新

市场。  
 
人力资源  
 
18. 截至 2007 年 12 月 1 日，主题乐园公司的雇员人数约为

5 000 人，是本港其中一个聘请最多演艺雇员的机构。鉴于乐园

的运作相当季节性，主题乐园公司已调整全职及兼职员工的组

合，以配合营运需要。  
 
19. 主题乐园公司认同雇员培训及发展的重要，现时员工大

多介乎 20 至 29 岁，服务年资由两年至五年不等。在开业第二

年，主题樂园公司一共为演艺人员 4提供 208 656 个小时的内部

                                                 
4 演艺人员泛指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全职和兼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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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及教育课程。每名演艺人员的平均受训时数为 44.61 小时，

较首个营运年度的 41.76 小时为高。乐园亦十分重视与演艺人员

的关系，并透过演艺人员大会和各种内部渠道，保持与工会代

表和演艺人员的沟通。  
 
企业社会责任  
 
20. 主题乐园公司继续透过乐园的社区关系计划和义工服

务，为本地社区服务。乐园自开幕以来，已支持超过 300 个慈

善机构和非牟利团体。由演艺人员担当的迪斯尼义工，已提供

15 000 多小时的社区服务。  
 
21. 主题乐园公司已锁定儿童为其主要的慈善服务对象。公

司一直和政府机构和非牟利团体紧密合作，大力支持儿童福利

措施。透过这些伙伴关系，香港迪斯尼乐园已接待数以千计贫

苦儿童，尤其是有特殊医疗或发展需要的儿童。  
 
22. 主题乐园公司亦致力培育本地的娱乐及表演人才。作为

对接待业及旅游业专业人员培训的支持，主题樂园公司较早前

宣布为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学生提供 160 个实习名额。在华特迪

斯尼公司拨款资助下，乐园亦推出奖学金计划，使每年有 12 名

香港演艺学院学生受惠。  
 
持续改善及承担  
 
23. 经过开幕首两年的营运经验，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在重整

其宣传策略，以求更深和更阔地推广乐园在香港、内地和国际

的市场。与此同时，乐园亦致力丰富不同目标客群的游乐体验。

政府和华特迪斯尼公司定必全力实现此项计划的长远投资效

益，双方最近已就乐园的扩建计划和长远财务安排展开讨论。

我们会向立法会议员简介讨论进度。  
 
 
旅游事务署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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