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7 月 23 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海洋公園入場收費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海洋公園調整入場收費的資料。  
 
背景  
 
2.  海洋公園是香港最受歡迎的收費景點之一。在上一個

財政年度（於 2009年 6月 30日結束），訪客人次超過 480萬。
海洋公園由海洋公園公司管理，該公司為非牟利機構，根據

《海洋公園公司條例》（第 388章）第 3(1)條成立。海洋公園
公司財政獨立，不受政府資助。入場費收益是海洋公園公司

的主要收入來源，用於公園的運作和發展，以及多項由香港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推行的教育及保育措施。  
 
3. 目前，海洋公園正全速推行全新發展計劃。該計劃耗

資 55.5 億元 1，在 2012 年完成時，景點數目會倍增至 70 多
個，使海洋公園成為「寓教育於娛樂」的世界級設施。首個

新景點「七彩升空天地」已於 2007 年 2 月啟用，而新的「動
物醫院」亦於 2008 年 12 月開始運作。2009 年 4 月，「亞洲
動物天地」啟用，是全球首個戶內外兼容及展示多種亞洲

動物的展館。另一主要景點「海洋列車」將於今年 8 月中推
出。重新發展計劃的其他主要景點現正施工，包括「夢幻水

都」、「熱帶雨林天地」、「動感天地」及「冰極天地」。  
 
4. 海洋公園公司表示，隨着各個新景點啟用，公園的營

運成本 2如員工、動物護理、保養維修等開支，不斷攀升。在

2005 至 2009 年，海洋公園公司增聘了 424 名全職員工和增
設 1 116 個兼職職位，用以推行新發展計劃、營運新景點，
                                                 
1  2005 年 12 月 16 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當局的建議，由貸款基金向海洋公
園公司提供附屬貸款 13.875 億元，貸款期為 25 年 (固定年息 5%)，並擔保為數
13.875 億元的商業貸款和應計利息。海洋公園公司亦已取得另一筆為數 27.75
億元的商業貸款，以支付另一半工程費用。換言之，工程費用的 25%來自政府
的附屬貸款， 75%來自商業貸款。  

2 在 2007/2008 年度，海洋公園平均每月的營運開支為 5,500 萬元。重新發展計
劃帶來更多新設施和娛樂及旅客服務改善措施，加上通脹等因素，營運開支不

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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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升服務以豐富訪客的娛樂及服務體驗。海洋公園公司

亦須預留款項於 2011 年起償還新發展計劃的貸款。該發展計
劃的財政來源全屬貸款，並沒有政府資助，所以海洋公園公

司必須繼續維持健全的財政經營狀況，以履行償還債務的責

任。海洋公園公司自 2011 年 12 月起便須開始償還貸款及利
息，每年數額共達 3 億元，因此，公司認為有需要調整入場
收費，以便有足夠的盈利 3，逐漸儲備資金，應付財政需求

和緊急情況。  
 
5. 基於上述背景，海洋公園公司於 2009 年 7 月 1 日宣布
調整入場收費和加強關愛社群的措施，並於 2009 年 8 月 1 日
起開始實施。海洋公園公司擬訂的收費安排和關愛社群措施

的詳情載於附件。  
 
6. 請委員備悉上述資料。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2009 年 7 月  

                                                 
3  指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即 EB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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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港海洋公園入場門票收費修訂建議 
 
 

背景 
 
1. 香港海洋公園(下稱「海洋公園」或「公園」)宣布入場門票最新收費 
將於 2009 年 8月 1日生效，詳情如下： 
 

海洋公園入場門票收費 
 

門票類別 入場門票 
成人 港幣 $250 
小童 (3至 11歲) 港幣 $125 
小童 (3歲以下) 免費 
長者(65歲或以上持香港身份證或長者咭之人士) 免費 
   

 
目的 
 
2. 本文件之目的為闡述新收費修訂之理據，主要論點為現已動工、並預計於 2012
年完成的全新發展計劃所需之港幣 55.5億元資金，以及之後維持及管理這世界級主題公

園所需的營運成本。 
 
3. 現時海洋公園的入場門票收費為成人港幣 208元、小童港幣 103元，有關收費於
2007 年 10 月 1 日起生效。海洋公園已有近兩年未有作收費調整，而在此段期間，縱使

面對各方面經營成本上漲，並須為全新發展計劃未來的貸款作出相應準備，公園仍然能

以誠信管理原則，繼續妥善及有效地運作，服務香港。 
 
全新發展計劃 
 
4. 全新發展計劃是一個優秀而需求殷切的計劃。它將會帶領海洋公園進入一個新階

段，並為香港居民帶來更多就業機會、為香港經濟帶來更多收益，而且令海洋公園繼續

成為香港引以自豪的成就。海洋公園一直是香港旅遊業的標誌性景點，所以必須持續發

展，以支持及帶動香港旅遊業發展。 
 
5. 全新發展計劃的成本為港幣 55.5 億元。當計劃在 2012 年全部完成後，海洋公園

主題景點數目將由現時的 35個增至超過 70個。全新發展計劃其中一個重點主題區「亞
洲動物天地」已於 2009 年 4月開放供遊人遊覽；而在 2009 年 9月，另一重點設施「海
洋列車」登山鐵路系統亦將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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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公園乃一自負盈虧的非牟利法定組織，並無收取政府或任何團體的資助或補

助。董事局及管理層須以誠信及專業精神管理海洋公園，以確保公園財政穩健並以可行

方式經營，足以支持現有運作及未來發展。海洋公園所有收入及盈餘均用於維持其世界

級產品及服務水準，以及支援其擴展，令公園能夠經常為遊人帶來新鮮感與吸引力。擴

展計劃同時也能確保海洋公園能以最佳的狀態，接待香港本地居民，以至來自世界各地

數以百萬計的訪港旅客。 
 

 
7. 全新發展計劃的港幣 55.5 億元資金以貸款形式籌集，並於 2011 年開始攤還。有

見及此，海洋公園的票務策略是從現在開始逐步調整票價，以充足儲備攤還全新發展計

劃的貸款。 
 
8. 全新發展計劃內的其他主題區與建設亦將於未來三年陸續開放，包括「夢幻水

都」、「熱帶雨林天地」、機動遊戲區「動感天地」，以及冰雪主題區「冰極天地」。 
 

9. 全新發展計劃於 2004/05 年度籌劃及展開，以改善當時已啟用逾 25 年的海洋公園

之設施及提升其競爭力。擴建海洋公園及加設新景點不單有助海洋公園吸引更多遊人，

更可帶動香港整體旅遊業。全新發展計劃同時秉持海洋公園的理念，引入世界級動物保

育及護理設施，包括動物護理中心、「亞洲動物天地」、「夢幻水都」、「熱帶雨林天

地」以及屬擴建最後階段的「冰極天地」。    
 

10. 上述各項新設施及景點均能令香港引以為傲。例如擁有最先進動物醫療設備的動

物護理中心，將令海洋公園和香港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海洋哺乳類動物護理中心。 
 

11. 在「亞洲動物天地」內的「大熊貓之旅」，為香港首個採用 ETFE（乙烯一四氟
乙烯共聚物）物料建造的綜合動物展館。ETFE 能將自然光引入館內，為動物提供最佳
的自然環境，並貫徹海洋公園的綠色環保政策。 
 
12. 「夢幻水都」啟用後，將成為亞洲區最大的水族館，並引入更多品種的海洋生

物，預計將成為遊人的焦點景區。而另一嶄新主題區「冰極天地」將為海洋公園及香港

首個以南北兩極為主題的展館，讓一家大小有機會接觸及認識來自冰天雪地的野生動

物。 
 
13. 全新發展計劃將為本地居民及訪港旅客帶來更多刺激有趣的玩樂體驗，並讓海洋

公園能夠繼續成為遊人最喜愛的「必到景點」。全新發展計劃亦能有效提升海洋公園的

吸引力，以支持香港整體旅遊業發展。 
 
14. 海洋公園不單向遊人提供一系列的教育及保育活動，也為尋求刺激的遊人帶來天

旋地轉、極速飛馳的體驗。只要到訪機動遊戲區「動感天地」，便可開展至激歷險旅

程。 
 

15. 新訂立之入場門票收費，將於 2009 年 8月 1日生效，原因點列如下： 
a. 海洋公園已維持現時一般入場門票票價，即成人港幣 208 元、小童港幣 103
元，已有近兩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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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暑期特別活動「海洋公園史前夏水禮」傾力提供多個嶄新項目，包括「恐龍

帝國」、「石器水世界」玩水區，以及「冰河世紀 3 活龍活現」電影主題景

點。上述新增元素令海洋公園的夏日景點總數增加至 60個以上； 
c. 「亞洲動物天地」已開幕，並獲公眾一致好評； 
d. 新設施「海洋列車」(獨特主題的雙向登山鐵路系統)將於 8 月中試用，並於 9
月正式啟用； 

e. 綜合而言，海洋公園會繼續堅守物有所值的原則，以確保新票價實施後，公
園仍不斷推出嶄新項目。 

 
增設全新遊樂設施可以配合票價調整，令海洋公園繼續貫徹物有所值的宗旨。 
 
16. 以下綜合全新發展計劃的貸款組合，以供參考： 

a. 25 年期政府貸款共港幣 13.875億元 (須於 2021 – 2031 年之間攤還)； 
b. 由政府作擔保之 15 年期商業貸款共港幣 13.875億元 (須於 2016 – 2021 年之間

攤還)；以及 
c. 15 年期無追索權商業貸款共港幣 27.75億元 (須於 2011 – 2021 年之間攤還)。 
 

 
誠信管理 
 
17. 由於海洋公園的唯一收入來源均來自公園的營運，故必須不時修訂入場門票收

費，以抵銷營運成本，同時建立穩健的財政狀況，以支持公園發展，並維持其健康及可

持續的前景。海洋公園成立 32 年來，從來未有要求政府任何資助或撥款，亦未曾成為

香港市民的經濟負擔，而公園亦希望在未來能繼續秉承此管理方針。此先決條件亦是公

園制訂入場費方針以及營運哲學的主要原則。 
 
18. 隨著海洋公園開展全新發展計劃，海洋公園公司需要取得足夠除稅、利息、折舊

及攤銷前盈利(EBITDA)，確保公司能儲備資金，達致以下目的： 
a. 支付全新發展計劃下各項目完成後營運成本的提升； 
b. 攤還全新發展計劃所需的貸款以及每年利息開支，預計自 2011 年 12月 31日
起，款額為每年港幣 3億元；以及 

c. 擁有足夠儲備，以應付業務下滑或不時之需。 
 
入場費修訂理據 
 
經濟效益 
 
19. 儘管有需要修訂入場門票收費，海洋公園在過去和未來都是物超所值的。如前文

所述，海洋公園自 2007 年 10月起，超過 21個月，都不曾申請加價。而在此期間，公園

每年均成功地透過五個特別節期活動(暑假、萬聖節、聖誕節、農曆新年，以及復活

節) ，以及全新景點，例如「亞洲動物天地」，不斷為遊人提供物超所值的體驗。 
 
20. 連同今年暑假的新活動「海洋公園史前夏水禮」以及新開幕的「亞洲動物天

地」，海洋公園共有逾 60個主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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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而海洋公園也在上述五個特別節日活動中不斷加入新元素，所以在這五個節日

中，公園遊人也一直有機會體驗嶄新項目。 
 
22. 海洋公園的票價較市場上其他娛樂項目收費更為吸引，以下是一些實際例子： 

a. 一齣 90分鐘長的電影，正場票價為港幣 75元，折算約為每小時 50元； 
b. 一場流行音樂會票價為港幣 300元，全場約兩小時，折算每小時約 150元； 
c. 世界級主題公園的入場費由美元 65元至 95元不等； 
d. 海洋公園全日入場費為港幣 250 元，提供 8 小時娛樂，折算為每小時 31.25
元； 

 
由此可見，海洋公園的確物超所值。而與世界其他大型主題公園相比，海洋公園的入場

費並不高昂，亦可說是價錢最合理的主題公園之一。 
 
 
入場費修訂日期 
 
23. 海洋公園公司有受託責任，以專業及財政上可行的原則管理公園，現在亦然，未

來亦然。海洋公園一直以來均被市民視為「香港的驕傲」，同時更被來自世界各地的旅

客視為世界級主題公園。因此，公園必須透過修訂票價，為公園提供足夠資本，以貫徹

上述使命。 
 
24. 根據慣例，海洋公園會在新票價生效前一個月公布相關內容，所以管理層亦已於

2009 年 7月 1日向公眾知會有關詳情，以維持公園的一貫做法。 
 
25. 新票價比舊票價上升 20%，將為海洋公園提供必須的額外收入，以支持全新發展
計劃及相關管理開支，並讓海洋公園繼續於香港及海外遊客市場進行更多推廣活動。 
 
26. 海洋公園每年均進行多個推廣活動，為本地居民提供入場門票優惠(如近期的「一
元推廣計劃」，及與惠康超級市場合辦門票節扣優惠)。海洋公園將按市場反應，推出其
他類同活動，讓海洋公園入場門票收費維持在遊人可負擔的水平。 
 
27. 智紛全年入場證(只需付出一個價錢，即可全年無限次入場)已推出多年，是海洋

公園另一個相當成功的推廣計劃。現時通行證的定價較三次入場的總票價便宜。 
 
28. 智紛全年入場證每年亦有多次推廣活動，提供不同的折扣或優惠，視乎當時市場

現況而定。為配合新門票收費，市民在 2009 年 8月至 9月購買智紛全年入場證，均可享

有額外兩個月免費入場優惠(即總共 14個月有效期)。 
     
 
本地遊人及社區 
 
29. 雖然海洋公園須修訂門票收費，公園一直致力履行社會責任，為香港社群服務。

公園在修訂票價的同時，但亦不忘盡其企業公民責任，並於 2009 年 7月 1日開展新的企
業關懷措施 (詳情見第 30段)。連同現有計劃，海洋公園已推行 13項關愛社群項目，惠
及社會福利團體、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士及傷健人士等。而在 2008/09 財政
年度，關愛社群項目的總值，已相等於港幣 5,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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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根據社會福利署的數字顯示，海洋公園推行之關愛社群項目的潛在受惠人

數如下： 
a. 社會福利團體    =      950,000  
 (20元優惠入場券) 
b. 長者入場 (免費)    =      880,000  
c. 生日入場 (免費)    =   7,000,000 # 
d. 傷健人士入場 (免費)    =        40,000 * 
 (陪同傷健人士入場者半價) 
e. 每年傷健人士日入場人士(免費)   = 4,000 ^ 
 
#   香港人口數字 
^   每年國際復康日，海洋公園均為傷健人士提供免費入場優惠 
 

30. 由 2009 年 7月 1日開始，所有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之人士可憑由社
會福利署簽發出之有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療費用豁免證明書」，購買$20 優
惠票入場。現時香港每月平均 48 萬領取綜援之人士(社會福利署數據)均可在此計劃下受
惠。而截至 2009 年 7月 10日，已有 1,052名香港居民享用此優惠。 

 
31. 此外，海洋公園在 2007 年 10月設立一項 2百萬港元的學生資助基金，供來自弱

勢社群之學童每年免費參與由海洋公園學院主辦之課程，而此基金將繼續擴展，讓更多

有需要的學童受益。 
 

32. 除已有的企業社會責任(關愛社群措施)活動外，海洋公園每年亦捐出門票，協助

多家香港慈善機構提供更多服務，受惠機構包括香港公益金、仁愛堂、東華三院等。海

洋公園亦有慷慨捐助其他社會慈善活動，如「愛心聖誕大行動」 (Operation Santa 
Claus)，以及去年四川大地震之類的突發事件等。 
 
33. 海洋公園一直大力支持教育及自然保育活動。現時每年有超過 3 萬名學生參與海

洋公園舉辦的教育活動，而有關活動經費亦主要由公園提供津貼。 
 
34. 海洋公園旗下的保育工作部門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金，一直支持香港境內及境外

的自然保育工作。每張售出的海洋公園入場券，均有港幣 1 元用於支持保育基金工作。

基金旗下計劃不但為大學生提供前線保育學習及工作機會，亦為四川臥龍大熊貓保護區

的大熊貓保育工作提供資金，去年更捐助支持四川省大地震災後重建工作。 
 
35. 票價修訂及相關額外收入有助海洋公園全年進行更多推廣活動，並為本地居民提

供更多折扣和優惠，讓他們能享用公園設施。 
 

36.     如前文所述，海洋公園在 2008/09財政年度，推行各項關愛社群項目的總值，相等

於港幣 5,200 萬元，而票價調整會直接影響公園提供相關項目的能力。海洋公園致力成

為「香港人的公園」，並繼續提升企業公民責任，為此，海洋公園必須有足夠營運資金

支持以推行相關項目。由於公園收入主要來自門票收益，故有需要不時修訂入場票價，

以確保有足夠資金支持公園推行的社區項目，日常營運以及全新發展計劃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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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業界 
 
37. 海洋公園一直與各本地遊旅行團營運商緊密合作，並提供特別折扣，使海洋公園

能納入他們的本地遊行程。 
 

38. 所有本地遊旅行團營運商已獲知會，即使新票價在 2009 年 8月 1日生效，他們仍
可以舊有優惠價購票，有關措施將至少維持至 2009 年 12月。這措施證明海洋公園一直
支持本地旅遊業界，讓他們有足夠時間修訂行程並與客戶溝通。海洋公園與業界擁有長

久深厚的關係，並會與他們緊密連繫，確保票價能同時顧及業界和公園的需要，並盡力

令海洋公園繼續成為本地旅行團必到之地。 
 
39. 海洋公園明白香港旅遊業經營情況及旅行團營運商所擔任的重要角色，所以早於

7 月 1 日前已知會旅行團有關票價調整事宜，旅行團營運商清楚得知可以在 2009 年 12
月 31 日之前沿用舊有優惠價購票繼續舉辦旅行團。因此，一般入場票價提高不會對旅

行團的行程構成影響，有旅行團營運商認為由於能沿用舊有優惠，票價調整給予他們更

大的營運空間。 
 
40. 海洋公園將於 2009 年底就旅行團票價進行檢討，而大前提是只有在市場環境容

許的情況下才會考慮修訂旅行團的特惠票價。 
 
41. 海洋公園一直明白本地旅行團對公園入場人次、以至香港整體旅客數字的重要

性。因此海洋公園一直與本地旅遊業者維持緊密關係，以支持他們就推動團體及個人旅

遊業務所作的努力。 
 
42. 除提供優惠票價及暫緩新票價直至年底外，海洋公園亦定期為旅行業界提供特別

推廣優惠，協助他們推廣海洋公園以及香港旅遊業。在 2009 年上半年，因全球金融風

暴影響香港旅遊業，海洋公園向多家大型旅行社提供特別優惠。有關計劃十分成功，為

香港及海洋公園帶來非常可觀的旅客數目。 
 
43. 鑒於推廣資源有限，海洋公園一直與香港旅遊發展局(旅發局)合作，借助該局資
源進行定點推廣活動。公園積極參與旅發局的海外推廣活動及全球促銷活動，並支援旅

發局在特定市場的廣告策略。 
 
44. 海洋公園一直定期大力支持旅發局安排的考察團、局內的地區總監及人員到公園

參觀並了解最新情況，讓他們能在其所屬地區宣傳香港及海洋公園時更得心應手。 
 
 
 
結語 
 
我們相信修訂票價有助海洋公園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出色的世界級主題公園。 
 
 
海洋公園公司 
2009 年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