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1)457/07-08(05)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二十一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香港迪士尼樂園計劃的工作進展  

 
目的  
 
 本文件載述香港迪士尼樂園計劃自 2006 年 12 月以來最

新的工作進展。  
 
背景  
 
2. 香港迪士尼樂園於2005年9月12日開幕。樂園是政府振興

旅遊業和推動香港成為家庭旅遊首選目的地的其中一項策略性

措施。樂園是一個世界級主題公園，提供高質素的家庭遊樂設

施予公眾享用。在 2006年，過夜家庭旅客和 16歲以下的年輕旅

客數字分別較 2005年增加了 15.8%和 23.5%。過夜家庭旅客當

中，有36%攜同子女到訪，比2005年的26%為高，可見樂園有助

鞏固這個重要的旅客市場。  
 
3. 香港迪士尼樂園由香港國際主題樂園有限公司 (主題樂園

公司 )擁有，政府和華特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 )為這家合營公司的

股東。樂園由香港迪士尼樂園管理有限公司 (樂園管理公司 )管
理，而樂園管理公司是迪士尼的全資附屬公司。主題樂園公司

由董事局監察，成員包括五位來自政府的董事 1、四位迪士尼董

事及兩位獨立非執行董事。香港迪士尼樂園現已開業第三年 2。 
 
樂園運作  
 
4. 香港迪士尼樂園在第二個營運年度接待訪客超過 400 萬

人次，較首個營運年度為低。根據主題樂園公司表示，景點在

建築期及開幕前所引致的熱切期待，往往會造成開幕初期訪客

人數比第二年為高，這種情況和世界上其他主題樂園的經營經

驗亦大致相同。樂園自正式開幕以來，已接待超過 1 000 萬名訪

                                                 
1  由 2007 年 7 月 1 日起，五位來自政府的董事包括財政司司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展局局長及旅遊事務專員。  
 
2  香港迪士尼樂園每個營運年度由 10 月開始至翌年 9 月結束。  



客。以入場人數計算，香港迪士尼樂園能擠身全球二十大主題

樂園之列。根據主題樂園公司進行的顧客調查顯示，90%的訪客

對樂園的體驗評為正面，92%表示有意重遊樂園。所得的評分比

開幕初年兩個指標均為 85%有所進步。  
 
5. 香港迪士尼樂園的訪客來源比其他在區外知名度較低的

景點較為國際化。在樂園開業第二年，來自國際和中國內地的

訪客比例有所上升。  
 

訪客來源地分項數字   
年度  本地  內地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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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除了主題樂園，香港迪士尼樂園的兩所酒店 3亦為訪客提

供獨特的歡樂經驗。樂園酒店在上個營運年度的酒店入住率上

升了五個百分點，這種正面的趨勢在今年持續。酒店住客對入

住體驗評為正面的佔 97%，亦有 94%的受訪者表示有意再入住

酒店，較開幕首年的 96%及 88%為佳。  
 
7. 作為發展策略的一環，香港迪士尼樂園已確定會展及獎

勵旅遊業具有增長潛力。本營運年度至今，這方面的營業額已

比開業第二年有明顯的增長。樂園內的兩所酒店亦提供獨特的

婚禮場地。這方面的業務在過去兩年已錄得穩定增長。樂園會

繼續善用在這個市場層面的優勢以進一步拓展其酒店業務。  
 
8. 香港迪士尼樂園一直密切注意公眾對提升樂園旅遊體驗

的期望。自開幕以來，樂園已推出五項全新遊樂設施，包括「馳

車天地」、「UFO 地帶」、「幸會史迪仔」、「動畫藝術教室」和「米

奇水花巡遊」。即將於 2008 年春季開幕的「小小世界」將會是

樂園另一項大型的遊樂設施。此外，樂園亦將於 2008 年引進四

個較小型的遊樂設施，以提升樂園的氣氛及讓訪客參與更多觀

光和互動性質的活動。  
 
9. 香港迪士尼樂園最近與商業貸款機構洽商重訂一筆為數

23 億元的商業貸款的年期，以及一筆為數 10 億元的周轉信貸。

原本的貸款協議訂有半年結財務表現契諾，而最後貸款到期日

                                                 
3 兩所酒店分別為香港迪士尼樂園酒店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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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 2015 年 10 月 26 日。在主題樂園公司最近與貸款集團所達

成新的協議中，財務表現契諾已被撤銷，而貸款還款期亦提前

至 2008 年 9 月 30 日，並由 2007 年 11 月 14 日起修訂周轉信貸

額至 8 億元。  
 
10. 雖然政府認同香港迪士尼樂園現處於運作初期，但作為

主題樂園公司的大股東，政府對樂園的表現並不滿意。政府已

敦促樂園管理公司繼續改善營運效率，並提出具成本效益的市

場推廣策略。迪士尼亦同意在今、明兩個年度 (即 2007-08 及

2008-09 年度 )豁免管理費用並延收專利權費用，直至主題樂園

公司財政狀況得到改善。  
 
市場推廣及宣傳  
 
11. 迪士尼乃國際知名品牌，具備在美國經營大型主題樂園

的往績。不過，樂園需要時間適應本港的經營環境。根據過去

兩年的營運經驗，樂園管理公司已定出部分需要進一步改善的

地方。  
 
(a) 令訪客的體驗更加豐富  
 
12. 在 2006-07 年度，香港迪士尼樂園的訪客平均在園內逗留

七小時。連同園內遊樂設施的數目比例計算，此數字和美國加

州迪士尼樂園的相若。然而，市場認為樂園太細加上「遊樂設

施不夠」，仍是訪客卻步的主要原因。有鑑於此，主題樂園公

司已增加特備節目，務求令訪客的體驗更多姿多采，並吸引更

多新和再遊覽的訪客。  
 
(b) 針對青少年客群  
 
13. 家庭旅客向來是世界各地迪士尼主題樂園的核心客群。

香港迪士尼樂園深明這個客群十分重要，但同時設定青少年為

另一目標客群。制定這個策略的部分原因是考慮到家庭旅客入

場人數相當季節性，主要受到學校假期安排影響。  
 
(c) 迎合亞洲／中國市場  
 
14. 香港迪士尼樂園認為有需要去迎合本地訪客的口味，為

香港這個地區呈獻一個獨一無二的迪士尼主題樂園。「夢想花

 3



園」是世界各地迪士尼前所未有的，特別為本地及內地訪客而

設計，讓他們盡情拍照。而在明日世界中的「幸會史迪仔」，

亦採用互動動畫技術，備有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版本。訪客日

後亦會在香港迪士尼樂園新增的遊樂設施，例如「小小世界」，

看到更多中國及亞洲的獨有特色。  
 
(d) 實行彈性票務安排  
 
15. 在 2006 年 9 月底，主題樂園公司推出香港迪士尼樂園「全

年通行證」計劃，為多次到訪樂園的訪客提供更大彈性和方便。

售出的通行證現已逾 11 萬套，符合計劃目標。通行證持有人超

過 95%是香港市民。  
 
(e) 與本地旅遊業建立合作關係  
 
16. 香港迪士尼樂園明白旅遊業界是重要夥伴，因此致力與

業界加強合作關係，並擴展分銷渠道，以及改良產品及程式，

以迎合亞洲市場。自樂園開幕以來，公司的銷售夥伴已由 50 個

增加至 130 個。  
 
(f) 分享市場資訊  
 
17. 香港迪士尼樂園與旅遊事務署和香港旅遊發展局緊密合

作，交流市場經驗和資訊，尤其是有關內地旅客的情況。透過

市場滲透和消費模式研究，樂園會設計一套更深入的市場推廣

策略，以便進一步將推廣工作覆蓋重要市場及其他有潛力的新

市場。  
 
人力資源  
 
18. 截至 2007 年 12 月 1 日，主題樂園公司的僱員人數約為

5 000 人，是本港其中一個聘請最多演藝僱員的機構。鑑於樂園

的運作相當季節性，主題樂園公司已調整全職及兼職員工的組

合，以配合營運需要。  
 
19. 主題樂園公司認同僱員培訓及發展的重要，現時員工大

多介乎 20 至 29 歲，服務年資由兩年至五年不等。在開業第二

年，主題樂園公司一共為演藝人員 4提供 208 656 個小時的內部

                                                 
4 演藝人員泛指香港迪士尼樂園的全職和兼職員工。  

 4



培訓及教育課程。每名演藝人員的平均受訓時數為 44.61 小時，

較首個營運年度的 41.76 小時為高。樂園亦十分重視與演藝人員

的關係，並透過演藝人員大會和各種內部渠道，保持與工會代

表和演藝人員的溝通。  
 
企業社會責任  
 
20. 主題樂園公司繼續透過樂園的社區關係計劃和義工服

務，為本地社區服務。樂園自開幕以來，已支援超過 300 個慈

善機構和非牟利團體。由演藝人員擔當的迪士尼義工，已提供

15 000 多小時的社區服務。  
 
21. 主題樂園公司已鎖定兒童為其主要的慈善服務對象。公

司一直和政府機構和非牟利團體緊密合作，大力支持兒童福利

措施。透過這些夥伴關係，香港迪士尼樂園已接待數以千計貧

苦兒童，尤其是有特殊醫療或發展需要的兒童。  
 
22. 主題樂園公司亦致力培育本地的娛樂及表演人才。作為

對接待業及旅遊業專業人員培訓的支持，主題樂園公司較早前

宣佈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提供 160 個實習名額。在華特迪

士尼公司撥款資助下，樂園亦推出獎學金計劃，使每年有 12 名

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受惠。  
 
持續改善及承擔  
 
23. 經過開幕首兩年的營運經驗，香港迪士尼樂園正在重整

其宣傳策略，以求更深和更闊地推廣樂園在香港、內地和國際

的市場。與此同時，樂園亦致力豐富不同目標客群的遊樂體驗。

政府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定必全力實現此項計劃的長遠投資效

益，雙方最近已就樂園的擴建計劃和長遠財務安排展開討論。

我們會向立法會議員簡介討論進度。  
 
 
旅遊事務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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