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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抢先看
美国小镇大街

目录

进入乐园大门，就是美国小

P2：香港迪士尼简介

镇大街，参照了华特迪斯尼
儿时所住的小镇而建造，以
安妮 女皇式 建筑 为主要 风
格，采用木材建造。

米奇幻想曲
米奇幻想曲在 3D 剧场影院
中上演。游客戴上立体眼
镜，便可欣赏各迪斯尼经典
电影的歌曲和情节。另外，
剧场亦提供蛋糕的香气、吹
风和水花等另类感官效果。

“星梦奇缘”烟花表演
烟花表演堪称迪士尼乐园
的压轴表演，不可错过的表
演之一。灿烂炫丽的烟花将
夜空照得璀璨动人，使睡公
主城堡四周闪烁出耀目光
华，必令您目不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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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人群：所有人
建议游玩时间：一天
花费：1200 元
最佳旅游时间：秋冬季节最佳。香港秋季相对凉爽，冬季暖和。

本地人忠告
1.进了大门先取地图和节目表。
2.共有 5 个项目可以取 FASTPASS，每隔一小时可拿一次。分别是
穿越太空山，巴斯光年历险记，小熊维尼历险记，狮子王庆典，米
奇幻想曲。

欣欣百宝箱

鸣谢
本攻略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版权拥有者
或者作者发现自己作品被使用，请及时向欣欣旅游
网提出通知，欣欣旅游网将及时移除相关内容或者
添加作者的版权信息。
在此，本攻略特别鸣谢网友：

jxlyjs 、

梦想假日、sz82252685 、千千、
huico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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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简介
2005 年开门营业的香港迪斯尼乐园是全球第五个以迪斯尼乐园模
式兴建、迪斯尼全球的第十一个主题乐园。
香港首个根据加州迪斯尼(包括睡公主城堡)为蓝本的主题乐园。到
访香港迪斯尼乐园的游客将会暂时远离现实世界，走进缤纷的童话
故事王国，感受神秘奇幻的未来国度及惊险刺激的历险世界。
香港迪斯尼乐园位于大屿山，地处竹篙湾。设施包括迪斯尼主题乐
园，香港迪斯尼乐园酒店(400 间客房)、迪斯尼好莱坞酒店(600 间
客房)，以及迪欣湖(毗邻 3.5 公顷的植物园，并有小艇出租)。乐园
雇用多达 5,000 名演艺人员进行演艺表演。在乐园可以见到迪斯尼
众多经典的卡通人物和刺激有趣的游艺项目。
香港迪士尼乐园因为“小”而招致不少游客抱怨。目前拟扩建计划

全年通行证：

已经在进行中。这包括三个新的主题园区，完成扩建后，将新增超

港币$650 起，即可全年享受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奇妙乐趣，随时体

过 30 个设施，全乐园设施 乐园铁路总数增加差不多一半至 100

验精彩的节日活动，包括水花四溅的夏日派对、怪诞好玩的万圣节、

个以上。届时，乐园面积将扩大约 23%。迪士尼公司已承诺，该

普世欢腾的圣诞节、喜气洋洋的农历新年等等。

三个新园区在启用后五年内不会在全球其他迪士尼主题公园内出
现。
计划新增三个主题区分别为“野矿山谷”、
“迷离庄园”和“反斗奇
兵历奇地带”，前两个主题区是全球独有，第三个是亚洲独有。在
上述三个主题区内，将增设 30 项新游乐设施，使主题乐园的总旅
游设施增加至 100 项。

门票及酒店预订
开放时间：上午 10：30 - 晚上 7：30 或 8：00，具体时间参见
当天乐园公告。

1、门票类别及价格
一日门票：
香港迪士尼乐园设有 2 种不同类别的门票。

2、如何购买门票
一、网上订票
登

入

香

港

迪

斯

尼

网

站

主

页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cn）
选择购买门票部份按网站指示，选择前往乐园的日期。(只限订购
当日九十日内的门票)选择门票数量(一张信用卡一日内最多只能订
购十张门票）输入信用卡及个人资料，并在最后确认交易前核对资
料。成功订购后将收到确认通知。
门票只能在入场当日，凭信用卡在正门的售票处／售票机换取门
票。
网站内有仿真订票程序可供参阅。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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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购票方式

线路推荐

1、到港铁香港站香港迪斯尼乐园售票处直接购票。
便捷的香港迪斯尼乐园售票处设于港铁香港站东涌线大堂。服务时
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上午
9 时至下午 5 时。
2、于指定 OK 便利店购票
您可于全线 OK 便利店购买香港迪斯尼乐园门票。
3、于星光大道店铺购票
由即日起至 2011 年 1 月 1 日，您可于尖沙咀“星光大道店铺”购

经典线路推荐
对于多数人，玩转香港迪斯尼乐园只能在一天之内了，因为，香港
迪斯尼的特点就是园内没酒店。香港迪斯尼乐园占地有 120 公顷，
中有四个园区，虽然面积也不算太大，但是园中游乐项目众多，游
客更是众多，要在一天的时间内把所有的项目都玩遍，您就必须提
前制订一个小小的游园计划。不然，把时间浪费在四处闲逛和等候
排队上，不只是对时间和体力的浪费，还很有可能会抱憾而去。要
知道迪斯尼的门票都是当日有效的。

买香港迪斯尼乐园门票。服务时间为每日早上 9 时 30 分至晚上 11

我们根据园区的设置和游玩项目的好玩程度，设计了一个相当高效

时。

的游玩行程，并对项目的好玩程度进行了打分，根据这个全攻略，

4、于香港迪斯尼乐园奇妙店购票
您可于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香港迪斯尼乐园奇妙店购买乐

保证您可以玩得更加尽兴。

一、明日世界

园门票。服务时间为每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9 时。
5、酒店宾客优先预订乐园门票
香港迪斯尼乐园两间酒店的宾客会有预留在住宿期间的乐园门票。
可致电+8521-830-830 或电邮，向订房中心查询更多详情。服务
时间为每日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
6、透过旅行社预订门票
旅行社所提供的香港迪斯尼乐园旅游套餐中，已包括乐园门票。
7、团体订票
团体宾客若订购 100 张或以上的门票﹝如作商务会议或家庭聚会
等用途﹞，可致电+8523550-3369 联络香港迪斯尼乐园团体销售
部。
8、于香港迪斯尼乐园正门入口购买门票
宾客可于游览乐园当天，在香港迪斯尼乐园正门入口售票处或宾客
服务中心购买门票。每日乐园开放前 1 小时开始服务。请参阅乐园

10:00am 巴斯派奖品
入场后，先到“飞越太空山”，拿 FastPass，接着排队玩“巴斯光
年星际历险”，如取得 99999 分，
还会成为“银河英雄”，有证书或者奖品。从太空船取出死光枪，
瞄准“Z”图案发射。太空船上会显示你的得分。点评：虽然美国
迪斯尼都有这个游戏，但只有日本以及香港用最新科技，太空船的
死光枪可取出来射击，而且车内座椅可 360 度旋转。必玩！游戏
时间：10 分钟刺激度：*****
10:30am 顺便玩太空飞碟
在旋转的飞碟上，可俯瞰整个园区的“太空飞碟”。点评：这个游
戏不是很好玩，但胜在不用排队。游戏时间：约 10 分钟刺激度：
*11:00am 空腹玩太空山玩之前，切记不要进食，因为这个游戏实
在太刺激，在太空飞上飞下，随时将未消化的食物呕出来。点评：
这也是必玩游戏，因为这款游戏比美国迪斯尼先进，每部车内都多
了音响设备。

开放时间。

游戏时间：5 分钟刺激度：*****

三、注意事项

11:30am 午餐

１、3 岁以下小童可免费游览香港迪士尼乐园。

“明日世界”有 StarlinerDiner（火箭餐厅）和 CometCafe（彗

2、乐园施行一票制，园内游乐设施不需要额外付费

星餐厅），前者设计成太空港口，提供快餐；后者设计成外太空样
子，提供香港迪斯尼特有的江南美食如叉烧饭，可容纳 200 人。

3、在一天内可多次进出乐园，出园时在乐园大门处有服务人员为
您盖上手印，再次进入乐园时必须出示门票及手印。
以上内容均为香港迪斯尼乐园网站提供，具体请点击网站门票及酒
店预订栏。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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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城堡后面的“小熊维尼历险之旅”取 FastPass，然后便返回“睡

二、探险世界

美人城堡”，城堡虽然完全仿照美国加州迪斯尼而建，但香港的城

12:15pm 坐木筏上树屋
吃完饭，就去“明日世界”对面的“探险世界”，沿途经过“原野
剧场”，先拿了 FastPass，准备看《狮子王庆典》
。坐木筏过河才能

堡里却多了张睡美人大床，可以合影留念。
点评：全世界就只有香港的城堡有高山做背景，完全配合童话故事
原本构思。

到“泰山树屋”，树屋有六层楼高，可远眺整个园区和酒店，树叶

注：睡公主城堡是“幻想世界”入口。进到“幻想世界”就可以同

全是由人手逐块贴上去的。点评：要看风景和拍照的话还可以去，

灰姑娘和睡美人合照。2:30pm

否则爬上爬下的一点都不刺激。好看度：***

同卡通人物合照
“梦想花园”位于火车站旁边，有五个不同主题观景亭，包括全球
独有的“木兰亭”。可以和米老鼠、花木兰等卡通人物合照。
3:15pm 占位看巡游
一日一场的庞大场面的迪斯尼卡通人物花车巡游是迪斯尼最值得
期待的节目，去看前先拿一张“米奇幻想曲”的 FastPass，然后就
可以去占位等着看巡游。巡游于三点半在园大门口出发，穿过“美
国小镇大街”，行经睡公主城堡前面，最后巡游至“太空山”完结，
超过 100 位卡通人物出场。
点评：最佳观看位置是公主塔前的循环花园，拍照时有公主塔做背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千千

12:45pm 坐船入森林探险
“森林河流之旅”的背景是十九世纪初，你会坐船深入非洲原始森

景。
表演时间：45 分钟好看度：*****
4:15pm 与维尼大冒险

林，受狂风吹巨浪打，还会遇上大象、猩猩，甚至会被猎头族袭击。

看完花车巡游，拿先前的 FastPass 返去玩“小熊维尼历险之旅”，

沿途有“船夫”用广东话讲解和搞气氛，说“公斑马是白底黑斑，

登上大大的蜜蜂瓮，穿越百亩森林，与小熊维尼一起展开找蜂蜜之

母斑马是黑底白斑之类的笑话。”在航行的最后，还会有大火和大

旅。点评：好像置身仙境般，疑幻似真。

浪升起。携带相机的话就要小心被水泼到，如果是带着孩子游玩，
要考虑到孩子承受惊吓的能力。点评：比美国的迪斯尼更好玩。最

四、梦幻烟花

后多了个“水神”大战“火神”环节，场面震撼！
游戏时间：约 15 分钟刺激度：***
注：小船行经森林河流时，随时遇到喷水场面。街灯也充满原始味。

迪斯尼乐园在关门前半小时，会在睡公主城堡放 5 分钟的烟花。此
时正是香港的黄昏，烟花在迪斯尼上空争相绽放，美丽难以形容。
时间：5 分钟好看度：****

沿途经过“历奇喷水池”要小心，因为会随时向你射水。
1:30pm 看狮子王表演
《狮子王庆典》每天有五至八场（时间未定）
，由 20 位演员将迪斯
尼经典动画《狮子王》搬上舞台，下大雨时表演会暂停。点评：一
定要看，剧场座位会伸前伸后，可以欣赏到奥斯卡得奖名曲
《CanYouFeeltheLoveTonight》
。
表演时间：30 分钟好看度：*****

三、幻想世界
看睡美人大床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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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线路推荐

广州到香港观光+迪士尼品质两日游

门市价：670 元
欣欣价：620 元

>>立即预定

广州到港澳五日游，港澳观光+迪士 港澳（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品质四
尼乐园

日游

门市价：1180 元

门市价：1120 元

欣欣价：1130 元

>>立即预定

欣欣价：1070 元

>>立即预定

>>更多线路推荐

迪士尼乐园导游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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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攻略

3、跨境巴士：经深圳皇岗往返香港迪士尼乐园及内地。

如何前往迪斯尼乐园
迪士尼公共交通交汇处是各类型交通工具的交汇点，无论乘坐港
铁，巴士，的士，旅游巴士，或自行驾车，均十分方便。

1、地铁
在“东涌线”“欣澳站”转乘“迪士尼线”到“迪士尼站”下车，
步行约 5 分钟到达乐园大门。
由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只需 23 分钟〔由机场站到青衣站再转乘东涌
线前往欣澳站〕
由九龙站出发只需 30 分钟。
由香港站出发只需 33 分钟。
价格：港铁迪斯尼线全日通卡，港版 50 元。发票当日起 6 个月内

4、的士
可乘搭市区的士(红色)、新界的士(绿色)及大屿山的士(蓝色)往返香
港迪士尼乐园。而不同类别的的士均提供不同的服务范围及收费。

有效，有效期内任何 1 天无限次乘搭列车来回迪斯尼站(机场快线、
轻铁及东铁线头等除外)。

2、巴士
宾客可选乘由龙运巴士及城市巴士提供的 6 条公共专线巴士往返
香港迪斯尼乐园及香港市区。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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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介绍

旧旅程，追溯昔日美国的繁华景象。

美国小镇大街

提示：古董车共驶经两个车站，分别是“乐园正门站”和“中央广

进入乐园大门，就是美国小镇大街，参照了华特迪斯尼儿时所

6、布公仔流动实验

住的小镇而建造，以安妮女皇式建筑为主要风格，采用木材建造。

场站”。
（须在车站上车，不可招手即停）

火蜜瓜博士和他的得力助手尖嘴正驾驶着他们的最新发明─以两轮
推动的蛋形流动实验车，在美国小镇大街招揽「助手」，一起研究
科学。

7、动画艺术教室
在这里，您将踏上迪士尼动画大师之路。迪士尼动画师将传授迪士
尼动画的秘诀，令您瞬间成为动画大师，轻松地画出至爱的朋友─
米奇！

8、迪斯尼巡游表演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jxlyjs

1、市镇会堂

花车、乐手、舞蹈员和您喜爱的一众迪斯尼朋友将与您一起迈步前
进！一众迪斯尼经典人物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也会在巡游中
与您见面。

市镇会堂是乐园的服务中心，在这里您会得到热情的接待，并可查
询所有资料，让您轻松地畅游乐园。服务还包括索取乐园地图指南、
餐厅订座及留言。而市镇会堂的旁边，就是香港迪斯尼乐园消防局。

2、
“星梦奇缘”烟花表演
烟花表演堪称迪士尼乐园的压轴表演，不可错过的表演之一。灿烂
炫丽的烟花将夜空照得璀璨动人，烟花表演的每一幕，均以家喻户
晓的迪士尼电影金曲衬托，使睡公主城堡四周闪烁出耀目光华，必
令您目不暇给。烟花表演时间：每晚 7：30 或 8：00，具体看乐
园通告

4、街头狂欢
香港迪士尼乐队吹奏着闪闪发亮的乐器，以悠扬音乐来欢迎各位宾
客。四人乐队 DapperDans 则以和谐动听的四重奏歌声，为您演
绎连串美国怀旧金曲。加上琴技精湛的切分音乐钢琴手在配置钢琴
的特制单车上即场演奏，发放新奥尔良爵士乐的精髓，定必令您目
不暇给。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uicongde

2010 年 5 月 21 日至 9 月 4 日期间“米奇水花巡游” 将取代“迪
斯尼巡游表演”。米奇水花巡游是夏天特备的活动，舞蹈员将手执
不同的洒水器具，向大街两旁的游人喷水狂欢。不同迪斯尼人物亦
会登上各花车大喷水花，让游客在炎热的香港夏日中感到丝丝的清
凉。
开始时间：下午 3：30

5、小镇大街古董车
从大街乘坐小型巴士、囚车或出租车等复古交通工具出发，展开怀

线路指引：由幻想世界的迪斯尼故事剧场入口出发。具体线路请参
考当日园区地图。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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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世界

幻想世界

以外太空港口为设计主题，设施都和未来有关。区内最受欢迎的游

幻想世界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地方，以迪斯尼童话为主题。区内有香

乐设施是以太空历险为主题的室内漆黑过山车“飞越太空山”。

港迪斯尼乐园独有的“梦想花园”，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包括“小熊
维尼历险之旅”、
“小小世界”、
“米奇幻想曲”及“米奇金奖音乐剧”。

1.飞越太空山
乘坐速度惊人的室内过山车在漆黑天际中不断扭动、转弯和急堕，
在音乐和声效的衬托下，经历火速往来无涯宇宙和恒星之间刺激兴
奋，让您与流星、慧星同行，飞向光辉未来！注：此游乐设施最低
身高要求为 102 厘米。

2.巴斯光年星际历险
玩具总动员中的角色——太空战士巴斯光年，不肯承认自己只是一
件玩具，他要拯救宇宙，而您就是他的忠诚战友！与队友巴斯光年
驾着星空飞船，在太空作 360 度旋转，并由您发射激光大炮，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dreamworker

击退敌军和攻破他们的基地。您更可与其它太空战士比拼眼界，或
挑战个人极限，登上最佳表现榜的榜首。

1、睡公主城堡

3.幸会史迪仔

睡公主城堡是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象征建筑。烟花和节日庆典期间会
配合四周作灯光技巧。

在太空交通控制中心内，与宇宙最顽皮的生物“史迪仔”作全方位
接触。拥有独特本领的外星实验生物“史迪仔”，要跟您作互动交
流的表演，在太空一起探险，还会教您说夏威夷语。整个演出结合
喜剧、动作和探险，次次有新惊喜。
表演时间：请到游乐设施入口参阅不同语言（广东话/普通话或英
语）的演出时间。

2、小小世界
在小小世界中，游客将展开水上之旅，沿途可看见约 500 个代表
穿上各地服饰，不同种族的木偶以 9 种不同语言演绎《世界真细
小》。小小世界亦有世界各地的著名地标与建设，更开创先河，首
次加入 38 位迪斯尼朋友的木偶，令游客投入色彩夺目的国度。

欣欣小贴士：配音也分为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版本，各取所需选择
排队口。如果排到一半，突然有事！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
员将写张条，这是张迪斯尼特有的“暂离卡”，限定 20 分钟内返
回有效！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dreamworker

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小小世界亦拥有全球迪斯尼乐园中最大的亚洲
展区，包括维港景色、万里长城及天坛等。小小世界外的巨型钟楼
每 15 分钟便会上演木偶巡礼，为游客报时，其中中国戏曲花旦造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uicongde

型的木偶更是香港独有。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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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奇幻想曲

8、灰姑娘旋转木马
您将要化身成为迪斯尼经典动画《灰姑娘》中的灰姑娘或王子，在

米奇幻想曲在 3D 剧场影院中上演。游客戴上立体眼镜，便可欣赏

旋转木马上驰骋或乘坐马车。每只木马均各有特色，载着您奔向快

各迪斯尼经典电影的歌曲和情节。另外，剧场亦提供蛋糕的香气、

乐的未来。

吹风和水花等另类感官效果特技。

4、米奇金奖音乐剧
音乐剧以颁奖礼形式表扬迪斯尼最受欢迎的电影、歌曲和人物，大
家来看各个奖项花落谁家，包括《花木兰》
、
《玩具总动员》及《星
际宝贝》。

探险世界
探险世界是综合其他迪斯尼乐园的探险世界及边域世界而成，到处
都有原始森林和印第安的风光。香港迪斯尼乐园的探险世界也是全
球迪斯尼乐园中面积最大的探险世界。园区背后留有很大的空位，
以供日后兴建新的主题园区及相关设施。园区内最受欢迎的游乐设

表演时间：下午 12:45；下午 1:45；下午 4:00；下午 5:00；下午

施是“狮子王庆典”及“森林河流之旅”。

6:15

1、森林河流之旅
由勇敢的船长带领您进入充满异国风情的神秘河流，在于满载大自
然奥秘的森林寻幽探胜。您会遇上吼叫的大象、向前进攻的河马、
具有危险性的眼镜蛇、发动袭击的猿猴等，旅程曲折离奇，充满惊
喜和欢笑。

2、狮子王庆典
以迪士尼经典动画《狮子王》改编而成的百老汇式大型歌舞剧，结
合澎湃的音乐、动感的舞蹈、七彩缤纷的服饰及特别的舞台效果，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huicongde

如此华丽盛大的庆典，保证令您叹为观止！

5、小熊维尼历险之旅

表演时间： 下午 12:15；下午 2:00；下午 4:30；下午 6:00

综合了《小熊维尼》三个初始故事，让游客在蜜糖罐车中体验故事，

注：若希望观看简体字幕，请到观众席最后的 6 排就座。

与跳跳虎一起跳过大风暴、与小猪在泛滥的河流上漂流。蜜糖罐车

3、泰山树屋

随着轨道前进附有特别的效果，包括震动和摇晃功能。

乘木筏横渡森林河流，到达泰山小岛，攀上铺满藤蔓的树屋，就是

6、梦想花园
梦想花园提供不同的场景给游客与迪斯尼朋友一同合照。在苍翠的

迪斯尼经典动画人物泰山的家在这里，您可以尽情玩乐、尽情冒险！
您也可以在树下的互动游乐区试玩幻灯机、布教授的实验室装备及
一系列古老乐器。

丛林和景致优美的花园中漫步，意想不到的朋友会突然在您面前出
现。记得带备相机，与灰姑娘、米奇老鼠、小熊维尼、花木兰和其
它迪斯尼朋友一同合照，留住美好回忆。

7、疯帽子旋转杯
以迪士尼电影《爱丽斯梦游仙境》中的疯帽子为原型设计的旋转游
乐设施，您坐上转个不停的巨型茶杯之中，既可疯狂快转，又可慢
慢地转，一切由您决定。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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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推荐
按游客口碑及热门程度推荐住宿
简介：香港黄金海岸酒店远离闹市繁喧，

顾客点评：环境不错，距离迪士尼乐园很近，

但交通方便，能快捷抵逹市区，并设有穿

很喜欢。

梭巴士连系港铁站及机场铁路站，是香港
别具特色的会议度假酒店。

欣欣价：851 元起

>>立即预定

香港黄金海岸酒店
简介：香港帝景酒店座落于汀九桥畔，临

顾客点评： 酒店房间很大，装修不错，环境
很好，感觉还是相当满意的

>>>更多

顾客点评：海景房风景优美，住了很舒心，

海而建，大部份部间拥有海景，环境优美。 下次还住这。
酒店属新鸿基地产集团，质量有保证。设
有酒店班车接送前往地铁站和尖沙嘴，可
远离繁嚣去享受一个舒适悠闲的假期。
顾客点评：在香港住的感觉比较好的一家酒

香港帝景酒店

欣欣价：1150 元起

>>立即预定

店了，还不错！>>>更多

简介： 酒店座落于香港荃湾区宁静的海滨

顾客点评：交通很便利，附近地铁，公交什

旁侧，不仅坐享 360 度维多利亚海港全景

么都有，住宿环境和服务也很不错，值得入

及俯瞰大帽山蓝巴勒海峡等怡人美景，更

住。

尽享地理优势，交通四通八达。
顾客点评：位置还不错，服务太多很好，在

欣欣价：931 元起

>>立即预定

房间还能欣赏到维多利亚的美景 >>>更多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暨会议中心
简介：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是迪斯尼乐园

顾客点评：环境非常美丽，心目中理想的童

的旗舰酒店，酒店矗立于大屿山迪士尼乐

话世界，在这感受一晚很值。

园度假区，堂皇瑰丽，外型优美典雅。
顾客点评： 房间的装修布置都很怀旧，在里
面感觉睡到了皇宫里面，都不想出去了。

欣欣价：1850 元起

>>立即预定

>>>更多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更多酒店预订信息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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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推荐
在四大园区里都有餐饮店及购物场所。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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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推荐

旅游贴士
乐园服务

1、美国小镇
发掘迪士尼乐园的经典珍藏，为自己及挚爱送上点点心意！百货店

宾客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多项服务，包括寄存柜、商品寄存和餐厅
订位等。

有各种纪念品、服装、特色礼品，糖果店、珠宝店里食品、糖果、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迎宾中心位于美国小镇大街市镇会堂里的宾客

配饰、珠宝和水晶等，令您目不暇给。

服务中心。您可在此查询资料、安排于特定餐厅优先入座、留下讯
息及索取乐园指南。其他服务及设施如下：

2、明日世界

1、急救站

为了未来作准备，明日世界已储存了大量银河系物资。 太空指挥

急救站设于广场的大街餐厅旁边，注册护士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急

部精品店和太空驿站，将为您提供各式各样的太空日用品及小玩

救服务。

意，伴您继续漫长的明日旅程。

3、幻想世界

2、寄存柜
美国小镇大街中段设有可供租用的寄存柜。小件行李港币$40 一
天，大件港币$50 一天。

在幻想世界购物，让您开心体验梦想成真的欢乐！ 童话艺坊 的每
本书籍，也是奇妙皇国画师及工匠的心血结晶，只要您一走进这里，

3、外币兑换

便实时陶醉于各个童话故事世界当中。再到 小熊维尼精品店参观，

大部分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商店和餐厅均接受港币和人民币付款。宾

您会发现一件又一件的有趣玩意，让您可留住在百亩森林的段段珍

客可以在市镇会堂的宾客服务中心及正门入口旁（乐园外）的宾客

贵回忆。最后记得到梅林法宝店 走走，这间古旧英式小屋是大魔

服务中心将外币和旅行支票兑换成港币。服务由通济隆外币找换有

术师梅林的居所和工作室，内里放满珍奇有趣的法宝，定必让您眼

限公司提供。

界大开。

4、信用卡／记账卡

4、探险世界
布教授商店 是 布教授 的科学研究基地，在您展开森林之旅前，
切记到这里选购旅程的用品，或是把精品带给挚爱亲朋，令这探险
旅程更有纪念价值。

所有购物均接受现金(港币、人民币)、Visa、美国运通卡、万事达
卡、JCB 卡和银联卡付款。建议您使用银联卡付款，减少汇率损失。

5、优先入座
部份指定餐厅设有优先入座，让您更快获得座位安排，毋须久候。
您可于市镇会堂里的宾客服务中心或指定餐厅安排有关服务。支持
优先入座的餐厅：美国小镇大街里的广场餐厅；美国小镇大街里的
大街餐厅。

6、饮水机
宾客可以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各处找到饮水机，并可于附近的
餐厅或小食设施索取水杯。

7、失物认领处
失物认领处设于市镇会堂内的宾客服务中心。

8、商品寄存服务
您可以选择在购物后寄存商品，于离开时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出口外
面的宾客服务中心取回您的物品。您也可要求将物品送到您入住的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或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乐园的纪念品店很多，

图片来源：欣欣会员—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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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先游玩，临近游玩结束时再仔细购物，避免物品随身携带的
不便，减轻负重。

9、轮椅出租服务

进入持快速通行卡宾客入口。一般通行卡的预约时间在 1 小时后，
如 11 点领取的是 12：20-13：20 的预约券。然后您就可以先玩
其他项目，在 12：20-13：20 时间段内回到该游戏入口，凭快速
通信卡从专用入口进入，一般 5 分钟之内就可以轮到。
5、同一时间只可得到一张快速通行卡。快速通行卡的底部可以知

小镇广场里的迪士尼乐园消防局提供限量的轮椅出租。

道何时可再取得另一张快速通行卡。一般为 20 分钟可再领一次。

10、婴儿车出租服务

6、快速通行卡可代领，其中一位成员持有所有家庭成员的门票即

小镇广场里的迪士尼乐园消防局提供限量的婴儿车出租。

可为他们索取快速通行卡。
7、提供快速通行卡的游乐设施可能会随时更改，请在浏览乐园当

与迪斯尼朋友见面
在每个园区均设有专门地点让游客与迪斯尼人物拍照。游客可以自
备相机，或者由园内摄影师拍照，在美国小镇大街的小镇冲印店（照
相馆）冲晒相片或购买相片光碟。

天参阅乐园时间表。
8、游人众多，大部分游乐设施前可能都大排长龙，请合理利用快
速通行卡，节省时间。

二、食物小窍门
迪士尼乐园地处偏僻，园内物价比香港市区还高，并且乐园不允许
自带食物。在乐园入口处保安会要求开包检查（通常每人可自带一
瓶饮用水）。
如果您在夏季出游，需要大量饮水，并且希望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建议自带空水杯，在乐园的自助饮水处接水饮用。餐饮方面，建议
在市区内吃饱早餐，中午在园内挑选价格适中的餐厅或者流动美食
车解决午餐，晚间看完烟火表演离园后约 8 点，等返回市区后再尽
情享用港式美食。

园内注意事项

三、吸烟注意事项

一、迪士尼快速通行卡（FAST PASS）

迪士尼乐园大部分地方为禁烟区，游人应自觉遵守。乐园设有专门

在提供快速通行卡服务的游乐设施内，您只需将入场门票插入快速
通行卡印票机，然后取出快速通行卡。在取得快速通行卡后，你随

的吸烟区，可以在乐园地图上找到，或者直接询问乐园服务人员。

四、防晒避暑小贴士

即可继续享用乐园内的其他设施及服务，然后于注明的时间返回享

如在 6-10 月期间去迪士尼乐园，气温较高，在晴好天气，大多烈

用该游乐设施。

日当头，需做好防晒避暑工作。请携带遮阳伞、涂抹防晒霜，采用

提供快速通行卡服务的游乐设施： 巴斯光年星际历险；飞越太空

戴帽子、墨镜等防晒措施。

山；小熊维尼历险之旅。

迪斯尼童话婚礼

欣欣提示：

香港迪士尼乐园设有奇妙华丽的场地，让您俩手牵手揭开人生最快

1、快速通行卡可以缩短宾客轮候较受欢迎的游乐设施的时间。

乐的新一页。只要选择理想的婚礼套餐，您俩就可实现甜蜜美梦。
一对新人将会获得童话婚礼证书，令浪漫的一天更难忘。前一阵陈

2、每个时段的快速通行卡数量有限，如果派发完毕，则要等下一

小春和应采儿就是在那里举办的婚礼哦。

个时段才能领取。

门票小贴士

3、提供快速通行卡的游乐设施设有快速通行卡专用入口。
4、您将门票插入快速通行卡发区的印票机，即可得到一张快速通
行卡 。当您于快速通行卡上面指定的时间回到游乐设施时，可以

*两日票的朋友记得告知检票员，她会让你按下手指模~ 当天中途
进出乐园也要告知检票员，盖上手印回来就可以放行了~
*一进园左手边有导游图和时间表，要拿。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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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略制作者
本攻略由欣欣旅游网打造，并将定期更新，最新版本请关注欣欣旅游网迪斯尼旅游攻略！如有批评建
议，请至我有建议留言。

周边攻略推荐

查看更多旅游攻略信息请至欣欣旅游网旅游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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