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十六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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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匯報香港迪士尼樂園的最新營運情

況，並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旅遊事務署開設一個為期九個

月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建議，徵

詢議員意見。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最新工作進展  
 
2. 香港迪士尼樂園 (樂園 )剛完成第三個營運年度。樂園自

2007 年 12 月以來的運作情況載於附件 I。  
 
人員編制建議  
 
3. 旅遊事務署現時設有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處

理和香港迪士尼樂園項目相關的事項。該職位將於 2009 年 2 月

屆滿。政府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就建議的樂園擴建計劃以及可能

涉及的合營公司 (為發展及營運樂園而成立 )資本重整計劃持續

進行討論，我們建議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九個

月至 2009 年 11 月，以繼續支援上述討論。建議詳情於附件 II。 
 
徵詢意見  
 
4. 請議員備悉政府附件 I 載列的樂園最新工作進展，以及就

附件 II 內的人員編制建議提出意見。  
 
 
 
旅遊事務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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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香港迪士尼樂園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載述香港迪士尼樂園 (樂園 )自 2007 年 12 月以來的

運作情況。  
 
背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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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樂園公司董事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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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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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 年度表現概覽  
 
入場人次及訪客比例  
 
3. 香港迪士尼樂園於 2005 年 9 月 12 日開幕，剛完成第三

個營運年度。由 2005 年開幕至今年 11 月底，樂園已接待訪客

超過 1 450 萬人次。在 2007-08 年度 (2007 年 10 月至 2008 年 9
月 ) ，樂園的入場人次較去年上升 8%。在過去一年區內不正常

天氣影響的情況下，這個增幅尤其可觀。  
 
4. 和去年相比，樂園在 2007-08 年度的訪客比例較傾向來自

本地的訪客，主要原因是「全年通行證」持有人數上升，以及

樂園加強了以本地青年為對象的特備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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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8 40% 3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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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根據樂園管理公司的調查結果，在 2007-08 年度，樂園的

訪客平均在園內逗留 7 小時，當中約 90%表示有意重訪及向他

人推薦樂園。訪客對樂園的整體滿意程度維持在 90%以上。  
 
6. 在 2007-08 年度，香港迪士尼樂園度假區內的兩所酒店 2

合共錄得近 80%的入住率，較上年度上升 8 個百分點。  
 
新遊樂設施及特備節目  
 
7. 為了保持對訪客的吸引力，樂園自 2005 年 9 月開幕以來

逐步推出新的遊樂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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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在 2008 年春季開幕的「小小世界」是樂園最新的主要設

施，深受訪客歡迎。此外，樂園又於 2008 年加設四個規模較小

的遊樂設施或節目，即「動畫藝術廊」、「 海底奇兵之哈囉阿

古」、「歌舞青春熱跳速遞」及「布公仔流動實驗」，以提升樂園

內的整體氣氛及豐富訪客的經驗。  
 
9. 樂園亦透過在節慶日子如聖誕節、農曆新年和萬聖節舉

辦特備節目以增加入場人次，當中「迪士尼黑色世界」的入場

人次較去年有雙位數增長。  
 
財務安排及表現  
 
10. 為了改善主題樂園公司的財務表現，迪士尼同意豁免管

理費用並延收專利權費用兩年 (即 2007-08 及 2008-09 年度 )。  
 
11. 根據政府與華特迪士尼公司在 2008 年 9 月達成的協議，

迪士尼向主題樂園公司借出 32.6 億元，主要是用作歸還主題樂

園公司的商業貸款。對主題樂園公司而言，這項貸款的息率及

其他條款較延長舊有商業貸款的條件為佳。  
 
12. 此外，主題樂園公司在會展及獎勵旅遊方面的業務錄得

健康增長，其中宴會方面的營業額接近樂園 2005 年開幕時的三

倍。銷售和食物及餐飲方面的營業額亦較去年有所上升，幅度

和整體入場人數增長相若。香港迪士尼樂園的人均銷售額較美

國的迪士尼樂園為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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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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推廣及宣傳  
 
13. 在 2007-08 年度，樂園營理公司主要透過「全年通行證」

計劃，加強對本地訪客市場的滲透率。自該計劃於 2006 年 9 月

開始推行以來，已售出超過 128 000 套「全年通行證」，當中 2008
年錄得 28%年度增長。  
 
14. 樂園管理公司擴充了上海、北京和廣州的銷售隊伍，以

加強在中國內地的銷售及市場推廣力度。公司亦致力與更多旅

遊業界伙伴建立關係，以期在 2009 年底把覆蓋的內地城市由 32
個增至 39 個。在 2008 年，萬聖節市場推廣及銷售活動更延伸

至廣東及台灣。  
 
15. 在 2007-08 年度，樂園管理公司和香港旅遊發展局合力宣

傳奧運及萬聖節，並共同發展新市場，例如印度。公司獲旅遊

業界的支持持續增加，樂園開幕以來公司的銷售伙伴數目已上

升 41%。  
 
人力資源  
 
16. 截至 2008 年 9 月 30 日，主題樂園公司 /樂園管理公司的

全職僱員人數約為 4 500 人，是本港聘請最多演藝僱員的機構之

一。公司另外聘請了 1 400 名臨時員工以應付萬聖節、聖誕節、

農曆新年、暑假及其他特別活動的額外需要。  
 
17. 樂園管理公司很重視僱員的培訓及發展，現時員工大多

介乎 20 至 29 歲，46%來自新界西。在 2007-08 年度，每名演藝

人員 3的平均受訓時數為 49 小時。在過去三年，樂園管理公司

聘用了 300 名殘疾人士，當中 62 名參加了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學

徒計劃，該計劃旨在協助殘疾人士適應工作生活。  
 
企業社會責任  
 
18. 為加強樂園和本地社區的連繫，樂園管理公司參與了一

系列社區活動，當中大部份以兒童及青少年為主要對象。自樂

園開幕以來，公司已透過活動服務超過 100 000 名有需要的兒

童，包括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其中兩個以兒童為對象的項目是—  
                                                 
3 演藝人員泛指香港迪士尼樂園的全職和兼職員工。  

 3



 4

 
 (a) 在 2008 年成立「迪士尼兒童基金」，撥款一百萬元

予七個非政府機構，推行創新的兒童福利項目。基金

成立五個月以來已有數以百計的兒童參與項目；及  
 
 (b) 在 2008 年 1 月推出「迪士尼歡樂童心計劃」，為數

間本地醫院投入超過 1 000 小時的義工服務。  
 
樂園管理公司亦捐贈了價值約二百萬元的商品及器材。樂園的

演藝人員在 2008 年共提供 4 100 小時的義工服務。  
 
19. 為培育本地娛樂及表演人才，樂園管理公司每年頒發 12
個獎學金予香港演藝學院學生。另外，在 2007-08 年度樂園管

理公司為 153 名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提供全年實習計劃，並

提供約 100 個學生到樂園實習的機會。樂園管理公司亦有舉辦

活動向學生及公眾宣揚環保意識。  
 
2008-09 年度工作重點  
 
20. 政府和迪士尼正就迪士尼提出擴建香港迪士尼樂園的建

議積極討論，擴建計劃可能涉及主題樂園公司的資本重整。在

過程中，政府會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有關建議對香港作為區

內著名旅遊目的地、樂園的入場人次及業務的影響、增加入境

旅客人次和就業機會帶來的額外經濟效益、擴建計劃的財政可

行性，以及政府在樂園項目的投資回報。我們會繼續向議員匯

報進度並在適當時候報告討論結果。  
 
21. 在過去數月，香港迪士尼樂園業務繼續錄得強勁增長 (入
場人次較去年同期上升 15%)，未因經濟環境改變而受到即時影

響。然而，為應付較艱難的經濟狀況可能引致的入場人數及消

費下降，樂園管理公司會作好準備，繼續控制支出及推行特別

推廣項目及優惠以維持業務發展動力。  



附件 II 
 

在旅遊事務署開設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建議  
 
目的  
 
 旅遊事務署建議為香港迪士尼樂園 (樂園 )項目開設一個首

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為期九個月至 2009
年 11 月 15 日，以支援政府和華特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 )就擬議的樂

園擴建計劃以及香港主題樂園有限公司（一間政府與迪士尼成立

的合營公司）可能作資本重整而進行的討論。本文件徵詢議員對

有關建議的意見。  
 
理由  
 
2. 2008 年 8 月，旅遊事務署根據轉授權力開設了一個為期六

個月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以支援政府和迪士尼就下列

事項進行的討論—  

 (a) 處理香港主題樂園有限公司(主題樂園公司 )商業貸款到

期償還的不同方案；  

 (b) 迪士尼建議的樂園擴建計劃；及  

 (c) 主題樂園公司或會進行的資本重整。  
 
3. 就 (a)項，在主題樂園公司的商業貸款於 2008 年 9 月底到期

償還前，政府和迪士尼曾探討不同方案處理該筆貸款，包括向借

貸銀行申請延遲還款以及由迪士尼借出股東貸款清還。就 (b)和 (c)
項，迪士尼曾提議為樂園建設新遊樂設施，建議涉及主題樂園公

司資本重整。擬議的樂園擴建和資本重整計劃均對香港旅遊業形

勢及政府在樂園項目的投資可有重要影響。故此，政府須小心考

慮擬議的計劃，顧及多方面因素包括計劃對香港作為區內著名旅

遊目的地、樂園入場人次及業務的影響、增加入境旅客人次和就

業機會帶來的額外經濟效益、擴建計劃的財政可行性及政府在樂

園項目的投資回報。  
 
4. 旅遊事務署須就上文第 2 段所述工作擔當領導角色。鑑於

所涉及事項的複雜性和政府在樂園項目的重大投資，我們決定於

今年八月開設一個為期六個月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讓



一名有足夠行政經驗的首長級官員在討論期間專責支援旅遊事務

專員及其他高層官員。該職位的實質工作包括聯繫不同的政策局 /
部門和迪士尼、採用有關政策局 /部門的分析及意見以評核不同方

案、向旅遊事務專員及其他高級官員作出建議，以及制定政府所

採取的立場。  
 
5. 在一名專責首長級官員的支援下及經密集的討論後，政府

和迪士尼在今年 9 月底就處理商業貸款一事達成協議，並清還貸

款。兩位股東現正專注於擬議的樂園擴建計劃和主題樂園公司或

會進行的資本重整。  
 
6. 現時的編外職位將在 2009 年 2 月屆滿。我們預計兩位股東

就擬議擴建和資本重整計劃的討論屆時仍未完結。我們認為有必

要開設一個為期九個月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讓一名首

長級官員專責在未來關鍵的數月為討論繼續提供必需的支援。值

得注意的是，支援政府與迪士尼的討論涉及大量工作，例如制定

談判策略，聯同相關政策局 /部門分析不同方案，並向政府高級官

員在討論的不同階段就政府應採取的立場作出建議。上述職務需

由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級別的人員擔任。此外，擔任此職位的人員

亦會帶領部分和迪士尼的討論和根據討論結果作跟進。  
 
7. 政府沒有為討論設下時間表。我們估計和迪士尼達成協議

及協調緊接的跟進工作的大概所需時間而建議開設有關職位的期

限。該首長級編外職位的職責載列於附錄A。  
 
對財政的影響  
 
8. 按薪級中點估計，開設有關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的

建議需增加年薪開支 1,518,000 元。至於所需增加的每年平均員工

開支總額 (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福利開支 )則為 2,038,000 元。  
 
9. 我們會在 2009-10 年度的預算案內預留所需款項，支付這項

建議所需的開支。  
 
曾考慮的其他方案  
 
10. 除了現時為了樂園項目開設的編外職位外，旅遊事務專員

其下有一個旅遊事務副專員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和四個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高級首席行政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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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職位，當中一個是為郵輪碼頭項目而開設

的編外職位。旅遊事務署的組織圖及現有旅遊事務助理專員的職

責分別載於附錄B及附錄C。為探討由其中一位現有旅遊事務助理

專員兼顧擬設編外職位在上文第 6 段所述職責的可行性，我們已

審慎檢視是否有空間再分配他們的職責。現時幾位旅遊事務助理

專員的工作已相當繁重，而且在經濟環境轉壞的情況下，他們更

需加強力度維持及促進旅遊發展，和確保各個旅遊項目準時完

成。因此，我們認為任何一位現時的旅遊事務助理專員均難以在

不影響現有工作的情況下，兼顧擬設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的職務。我們亦考慮過議員的建議，讓為郵輪碼頭開設的編外職

位兼顧有關香港迪士尼樂園項目的工作及職務。然而這並不可

行，因為兩個職位的工作量預期在未來數月將會同樣繁重，並需

要負責人員全職及專責處理。  
 
11. 視乎議員意見，我們計劃把開設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

位的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09 年 1 月

14 日的會議上考慮。  
 



附錄A 
 
 

編制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的職責說明  
 

職位  ：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5)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  ：旅遊事務副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根據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分析及意見，考慮華特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 )提出的香港迪士尼樂園 (樂園 )擴建計劃，並就政府回

應作出建議。  
 
2. 根據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分析及意見，考慮迪士尼提出的香港

主題樂園有限公司 (主題樂園公司 )資本重整計劃，並就政府回

應作出建議。  
 
3. 在兩方股東就樂園擴建和資本重整計劃討論中，擔任政府與迪

士尼之間其中一個主要聯絡人。  
 
4. 支援 /帶領政府和迪士尼就樂園擴建和資本重整計劃的工作討

論。  
 
5. 根據兩方股東就樂園擴建和資本重整計劃討論結果，協調相關

跟進工作。  
 
6. 監察香港迪士尼樂園的營運和財務表現，並為主題樂園公司的

政府董事提供行政支援。  
 



 
附錄B 

 
 

 
旅遊事務署的組織圖  

 
 

     
  旅遊事務專員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6點 ) 

  

      
  旅遊事務副專員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 

  

          
          
旅遊事務  

助理專員 (1) 
(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旅遊事務  
助理專員 (2) 

(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旅遊事務  
助理專員 (3) 
(高級首席  
行政主任 )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旅遊事務  
助理專員 (4)* 

(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旅遊事務  
助理專員 (5)**

(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 已建議保留此編外職位至 2014年 12月 31日；此建議在 2008年 11月 26日獲

得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支持，並將在 2008年 12月 12日提交財務委員會通過。 
 
** 建議開設此編外職位九個月至 2009年 11月 15日。  
 



 
附錄C 

 
現有各旅遊事務助理專員的職責說明  

 
 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1)負責制定訪港及離港旅遊政策和提升

旅遊業服務質素。他 /她主管有關香港旅遊發展局的內務管理事

宜，監察旅行代理商註冊處和聯繫香港旅遊業議會。他 /她亦須就

各項旅遊事宜與內地中央和各省市的部門連繫（包括《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立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的措施，個人遊計劃和黃

金週人流控制措施），及推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旅遊合作。此

外，他/她密切注視「三通」對香港旅遊業的影響，並協助制定方

案應付這些影響。  
 
2. 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2)監察耗資 55 億元的海洋公園重新發

展計劃及擬議的酒店發展項目。他 /她亦負責策劃新旅遊項目，包

括昂坪廣場發展項目。此外，他 /她須聯繫和參與國際及地區旅遊

機構（如聯合國世界旅遊組織），協調及推廣有關會展旅遊和制定

便利旅客訪港的措施。作為監察旅遊業表現的職責一部分，旅遊

事務助理專員 (2)和酒店業界保持緊密聯絡，以促進該行業的發

展。此外，他 /她亦擔任會展旅遊督導委員會及會展宣傳聯合小組

的秘書。  
 
3. 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3)負責策劃及推行「旅遊區改善計劃」，

包括在尖沙咀、中西區、赤柱、鯉魚門等的改善及美化項目。他 /
她亦負責管理及維持「幻彩詠香江」燈光音樂匯演，便利香港濕

地公園及昂坪 360 的暢順運作，統籌「好客文化遍香江」推廣活

動，發展及推廣綠色、古蹟及文化旅遊和促進旅遊盛事及大型活

動在香港舉行。此外，他 /她亦主管旅遊事務署的辦公室行政及人

事編制事項。  
 
4. 旅遊事務助理專員 (4)監察及統籌啟德的新郵輪碼頭發展，

和支援一個發展新郵輪碼頭設施的跨部門小組以監督項目的整體

進度。他 /她就郵輪業務的硬件和軟件發展和本地及國際郵輪業界

和旅遊業界緊密聯絡，以確保新郵輪碼頭切合最新的市場需要。

他 /她亦負責與香港旅遊發展局、郵輪業界和旅遊業界共同合作以

打造香港作為區內郵輪中心，2013 年前的臨時靠海安排，應付郵

輪業長遠發展所需的人才供應，和為郵輪業諮詢委員會提供秘書

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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