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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歡迎蒞臨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迪士尼樂園為身體有障礙的

賓客特設不少服務和設施，詳列於本指南中，以補充香港迪

士尼樂園指南的內容。

身體有障礙的賓客請於到埗時親臨任何一個賓客服務中心，

以瞭解更多為身體有障礙的賓客而設的服務。

交通

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會因應要求，為身體有障礙的賓客提供穿

梭巴士服務，來往香港迪士尼度假區不同設施，有關安排請

向款待專員查詢。

度假區點字指示圖

印有繁體中文、英文和凸字的點字指示圖，標示出汽車及旅

遊巴士停車場、迪士尼公共交通交匯處、迎樂路、迪士尼

站、迪士尼碼頭、香港迪士尼樂園、迪士尼好萊塢酒店、香

港迪士尼樂園酒店、迪欣湖活動中心和植物園的位置。

每幅度假區點字指示圖都清楚指示出位於主題公園閘口外的

賓客服務中心的位置，為準備遊覽主題公園的賓客提供明確

指引。度假區點字指示圖設置於以下地點：

• 迪士尼公共交通交匯處賓客服務中心外

• 迪士尼站外

• 迪士尼碼頭出口處海洋閘門標誌牌附近

飲水機

賓客可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各處找到飲水機，亦可向

附近餐廳或小食設施索取水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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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及餐飲設施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內大部分商店及餐飲設施的設計都方

便身體有障礙的賓客進出。某些設施用欄杆圍起的等候行列

會比較狹窄，可能對使用輪椅的賓客造成不便。在這些地

方，我們建議由同伴負責購買及運送食物，或聯絡款待專員

要求協助。

如欲於提供全面服務的餐廳安排優先入座，包括迪士尼樂園

酒店和好萊塢酒店，可於美國小鎮大街上的市鎮會堂或你所

選擇的餐廳辦理。

賓客服務中心

賓客服務中心於美國小鎮大街上的市鎮會堂，提供一系列

服務。你可以在這裡獲得為身體有障礙的賓客而設的服務

資料、查詢遊樂設施的等候時間、安排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

餐廳優先入座、辦理外幣兌換及查詢樂園和度假區的一般資

訊。

急救站

香港迪士尼樂園急救站位於嬰兒護理室旁，鄰近大街餐

廳。

體力方面的考慮

有些賓客可能擔心在等候行列站立時會體力不繼，我們強烈

建議這些賓客考慮租用輪椅，因為遊樂設施之間的距離比等

候行列的長度更長。

有些遊樂設施提供迪士尼快速通行咭的服務，讓你在輪候期

間可以先到園內其他地方遊玩，並且節省你的輪候時間。在

遊樂設施配套部分參閱這個標誌[  ]以獲得更詳細資料。

輪椅租

賓客可以用先到先得方式，於小鎮廣場內市鎮會堂旁的懷舊

消防局租賃標準輪椅。請查閱樂園指南內的[   ]以獲得更多

關於輪椅租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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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要求

所有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內提供全面服務的餐廳均可滿

足大部分已經預訂的餐飲要求。賓客須聯絡所選餐廳作特別

安排，或到賓客服務中心作進一步查詢及要求協助。

出入設施

差不多所有遊樂設施、商店、餐廳和表演場地都方便賓客出

入，可是在某些情況下，賓客可能需要同伴的協助才能全面

享用這些設施。在某些遊樂設施，賓客亦可能需要從輪椅轉

移到載客工具。款待專員嚴禁扶助賓客從輪椅轉移到其他地

方，因此我們建議賓客與有能力協助他們的人士一同遊玩。

洗手間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各處的洗手間均有為使用輪椅的

賓客而設的設施或鄰近同伴休息室。

有視障的賓客可留意洗手間標誌的形狀，三角形標誌[  ]代

表男洗手間，圓形標誌[  ]代表女洗手間。

巡遊路線和表演場地

巡遊路線和表演場地均設有為身體有障礙的賓客而設的指定

觀看區域，這些位置先到先得。由於需求殷切，觀看區域均

不設留位，並不保證有位。超過六人的團體將被要求暫時分

開，期後再會合。賓客服務中心可提供有關當日表演時間及

其他特別節目的資料。請查閱樂園指南有關觀看區域的位

置。

商品快遞

歡迎寄存已購買的物品以待於當日較後時間領取。如果你現

正入住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度假酒店，你可以要求把已購買的

物品送到你的酒店前台，於翌日才取回。此服務受某些條款

限制，請向演藝人員要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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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人士

感應助聽系統

部分遊樂設施和服務設施利用感應助聽系統協助配帶助聽器

的賓客。

已配置此設備的設施如下：

• 「獅子王慶典」

• 「米奇金獎音樂劇」

• 米奇幻想曲

• 售票處

• 賓客服務中心詢問窗

手語

如有需要，香港迪士尼樂園可以為主題公園的現場表演提供

即時手語傳譯服務，惟至少要在表演出前七天通知。

賓客可致電3550-3388或電郵guest@hongkongdisneyland.com

聯絡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安排此項服務，並將在蒞臨前獲

通知合適的表演時間。其他活動或表演都可以要求有關安

排，但至少要給予兩星期通知。此項服務費用全免。如有需

要，請向賓客服務中心索取更多資料和查詢觀看或等候有手

語傳譯表演的最佳位置。

以下節目及遊樂設施將提供即時手語傳譯服務：

• 「獅子王慶典」

• 「米奇金獎音樂劇」

• 森林河流之旅

文字輔助工具

大多數的表演或遊樂設施都提供賓客輔助套裝，內有劇本對

白、電筒及紙筆，可在表演區或入口處附近索取。請於享用

遊樂設施或觀賞表演前索取所需工具。請向遊樂設施的演藝

人員要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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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人士

點字指示圖

香港迪士尼樂園主題公園於固定位置設有點字指示圖以協助

有視覺障礙的賓客，點字指示圖設於樂園外賓客服務中心旁

及樂園內廣場的指示板旁。

有聲指南

為協助賓客了解樂園的環境、資訊及遊樂設施簡介，市鎮會

堂的賓客服務中心提供可攜式播放機借用服務。賓客可於賓

客服務中心繳付按金借用有聲指南，並在當天交還以取回按

金。該有聲指南備有英語、粵語及普通話三種語言選擇，內

容基本上包括一般資料、樂園服務、樂園環境及各區段簡

介。

凸字指南

賓客可於市鎮會堂的賓客服務中心繳付按金租用凸字指南，

並必須在當天交還以取回按金。凸字指南內有英文、繁體及

簡體中文說明，並附有凸字翻譯。內容基本上包括一般資

料、樂園服務、樂園環境及各區段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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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大多數設施都歡迎具有服務用途的動

物，並視之為賓客。所有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必須一直繫上

皮帶或放在挽具內。攜帶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的賓客須與其

他賓客遵守一樣的遊樂設施程序。

因遊樂設施的性質關係，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不可乘坐以下

遊樂設施：

• 飛越太空山

因遊樂設施的性質關係，攜帶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的賓客須

向款待專員了解遊樂設施及上客需知以享用以下遊樂設施：

• 灰姑娘旋轉木馬

• 小飛象旋轉世界

• 瘋帽子旋轉杯

• 「小小世界」

• 小熊維尼歷險之旅

• 巴斯光年星際歷險

• 太空飛碟

• 馳車天地

• 前往泰山樹屋之木筏

• 森林河流之旅

為具有服務用途的動物而設的「休息」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容許賓客使用後台設施作具有服務用途的動

物的休息區，請向款待專員查詢前往「休息」區的方向和尋

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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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說明
下表列出下文中部分設施上出現的標誌，有關各標誌的意

思，請參照下表。

迪士尼快速通行咭(視乎是否有該服務而定)

警告！為確保安全，乘客必須在良好健康情況下

登上此遊樂設施。若您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脊

背或頸部不適、容易暈眩或其他必須避免刺激的

健康情況，請勿登上。孕婦請勿登上。

此設施可能對小孩做成驚嚇。

未達高度限定者請勿登上。

急救站

本設施為使用助聽器的賓客提供感應助聽系統。

賓客可留在輪椅或電動輕便車上體驗遊樂設施。

賓客必須從輪椅或電動輕便車轉坐上遊樂設施。

賓客必須從電動輕便車轉坐上輪椅。

賓客必須步行體驗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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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配套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力求盡量提供舒適寬敞的進出通道；

即是，所有賓客均可使用正門入口前往遊樂設施。在香港迪

士尼樂園內，不同的遊樂設施有不同的進入方法，身體有障

礙的賓客指南及樂園指南都使用標誌來顯示每一個遊樂設施

的登車程序。賓客在進入每一個遊樂設施前，都應該聯絡款

待專員。

在某些遊樂設施，賓客需要自行或在同伴的協助下從輪椅轉

移到該設施的載客工具，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款待專員

不可親自協助賓客從輪椅轉移到載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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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設施配套

香港迪士尼樂園鐵路

• 每一旅程可載輪椅數量有限

• 旅程時間 — 九分鐘

觀光蒸氣火車帶賓客環繞香港迪士尼樂園一周。使用小

鎮大街火車站右側的電梯到達上客月台的等候行列。當

火車到達時，車務員將會指示你到設有輪椅位的車廂。選擇

不乘坐輪椅繞樂園一周的賓客，可以把輪椅留在登車月台或

摺疊起輪椅並放置在座位旁邊。

小鎮大街古董車

• 囚車 — (輪椅不能登上)

• 小型巴士 — (輪椅可以登上)

• 計程車 — (輪椅不能登上)

在美國小鎮大街登上古董車在小鎮廣場和廣場間穿梭。

可將輪椅摺疊起並放置於小型巴士上體驗旅途。

動畫藝術教室

• 劇場演出

• 有限輪椅設施

• 表演時間 — 二十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在劇場的款待專員將會

指引賓客到座位區。賓客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

應向遊樂設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森林河流之旅

• 小船遊樂設施

• 每一旅程可載輪椅數量有限

• 旅程時間 — 八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直至到達上客碼頭的指

定入口閘。款待專員會指示希望留在其輪椅的賓客

到指定等候區，等候輪椅使用者適用的冒險船，或請具備能

力的賓客轉移到標準冒險船。由於冒險船在碼頭邊會晃動，

同行者可能需要協助賓客上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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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泰山樹屋之木筏／泰山樹屋

• 木筏遊樂設施

• 每一旅程可載輪椅數量有限

• 旅程時間 — 每程二分鐘

在自然環境下乘坐木筏前往泰山小島上的泰山樹屋。循

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直至到達上客碼頭的指定入口閘

登上木筏，款待專員將會指引賓客並提供登船指示。

要全面體驗泰山樹屋，賓客必須能夠順利通過迂迴的梯

級和陡峭的斜坡。使用輪椅的賓客可選擇乘坐木筏來回

往返小島，或在泰山小島登岸，體驗島上各式活動和在布教

授實驗室等候其同伴。 

「獅子王慶典」

• 劇場演出

• 有限輪椅設施

• 表演時間 — 三十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賓客如在輪候方

面需要任何協助，建議在此遊樂設施使用迪

士尼快速通行咭服務(視乎當日是否有該服務而定)。建議在

預定表演時間前最少20分鐘到達。

太空飛碟

• 旋轉抬升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兩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和前往遊樂設施。款待專員將

會協助你通過迴轉欄。你的同伴可能需要協助你登上遊

樂設施載客工具。

巴斯光年星際歷險

• 慢速旋轉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四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和前往遊樂設施。賓客

如在輪候方面需要任何協助，建議在此設施使用

迪士尼快速通行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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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太空山

• 快速移動載客工具 — 刺激型遊樂設施

• 在黑暗中的高速過山車旅程，包括急彎及突然墜下和停止

• 最低身高為102厘米(40吋)

• 旅程時間 — 四分鐘

賓客如在輪候方面需要任何協助，建議

在此設施使用迪士尼快速通行咭服務。

最低身高要求為102厘米(40吋)。

幸會史迪仔

• 劇場演出

• 有限輪椅設施

• 表演時間 — 十五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款待專員將會協助賓客

通過迴轉欄，而在劇場的款待專員將會指引賓客到

座位區。賓客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應向遊樂設施的款待

專員尋求協助。

馳車天地

• 駕駛遊樂設施

• 乘客的最低身高為81厘米(32吋)

• 單獨駕駛人的最低身高為137厘米(54吋)

• 旅程時間 — 四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款待專員將會協

助賓客通過迴轉欄，然後使用電梯到達上客

月台，賓客需要自行或在同伴的協助下從輪椅轉移到該遊樂

設施的載客工具。賓客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應向遊樂設

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乘客的最低身高要求為81厘米(32

吋)，而單獨駕駛人的最低身高要求則為137厘米(54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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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幻想曲

• 劇場演出

• 有限輪椅設施

• 表演時間 — 十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款待專員將會協助賓客

通過迴轉欄。賓客如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應向

遊樂設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小飛象旋轉世界

• 旋轉抬升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兩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前往指定上客閘，款待專員

將會協助你進入遊樂設施。賓客需要自行或在同伴的協

助下從輪椅轉移到該設施的載客工具。賓客在輪候方面有任

何需要，應向遊樂設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瘋帽子旋轉杯

• 自轉茶杯旋轉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兩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款待專員將會指引賓客登上

茶杯。賓客需要自行或在同伴的協助下從輪椅轉移到該

設施的載客工具。賓客如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應向遊樂

設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註：由於本遊樂設施的旋轉特質及離心力，難於維持筆直坐

姿的賓客不應乘坐本遊樂設施。

灰姑娘旋轉木馬

• 旋轉木馬

• 旅程時間 — 三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賓客可以留在輪椅上，在其

中一架馬車上體驗本遊樂設施。賓客如在輪候方面有任

何需要，應向遊樂設施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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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金獎音樂劇」

• 劇場演出

• 有限輪椅設施

• 表演時間 — 二十五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在迴轉欄的款待專員將

會讓你進入劇場，並指引你到座位區。

小熊維尼歷險之旅

• 中等移動速度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四分鐘

賓客如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建議在此設施使

用迪士尼快速通行咭服務。具備能力的賓客將會

被要求轉移到標準載客工具，留在輪椅的賓客可能要等候可

供輪椅使用的載客工具，可供輪椅使用的載客工具不會如其

他載客工具一樣設有活動底盤。

夢想花園

• 與迪士尼朋友見面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款待專員將會協助賓客通過

迴轉欄。賓客如在輪候方面有任何需要，應向遊樂設施

的款待專員尋求協助。

「小小世界」

• 小船遊樂設施 

• 旅程時間 — 九分鐘

循正常入口進入等候行列和前往遊樂設施，具備能力的

賓客將會被要求轉移到標準載客船，留在輪椅的賓客可

能要等候可供輪椅使用的載客船。使用電梯離開遊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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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區酒店資料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為身體有障礙的賓客提供特別的設備和

設施，不同酒店有不同的設施，要獲得個別酒店的資料，請

致電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訂房熱線1-830-830。為身體有障

礙的賓客而設的酒店房間可能包括以下設施：

洗手間

• 較寬闊的浴室門

• 輪椅專用淋浴間

• 淋浴椅

• 手提淋浴水龍頭

• 輪椅專用鏡台

• 浴室扶手

• 緊急召援掣

床上配件

• 床邊扶手

• 膠床墊

• 開放床框

房間通訊配套

• 敲門及電話提示

• 搖床警報器

• 閃燈火警警報器

• 電話擴音器

其他設施

• 凸字指示牌及升降機

• 輪椅專用公用電話

• 樂園點字指示圖

商品快遞

此免費服務在主題公園內提供，你可以在離開公園時取回已

購買的物品，或者要求把已購買的物品送到你入住的香港迪

士尼樂園酒店。此服務受某些條款限制，請向演藝人員要求

進一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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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園規則與條例

各賓客：

歡迎蒞臨香港迪士尼樂園！我們一向以提供舒適、安全而愉

快的遊樂體驗為服務賓客之本。您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 所有人士、手提包、包裹及其他物品均可能需在樂園入口

處及樂園內任何我們認為適當的其他地點接受保安檢查。

• 我們有權拒絕任何手提包、包裹或其他物品被攜進樂園，

及對於所有無人管理的物品作出我們認為適當的處理。

• 請尊重樂園內其他賓客及演藝人員。請勿使用不雅語言，

或作任何危險、違法或無禮行為。

• 等候遊樂設施、演、迪士尼朋友及巡遊時，請尊重樂園內其

他賓客。請小心不要推撞或擠擁其他賓客，也請勿超前或插

隊。請與同行的親友一起排隊，但後來的親友不可插隊。

• 衣著必須整齊，在樂園內必須穿著鞋子及襯衣。

• 只准在特定之吸煙區內吸煙。請參閱樂園指南，或向演藝

人員查詢吸煙區地點。

• 請時刻看管同行兒童。

為保障您的安全及為免受傷，請照所有發出的告示及由演藝

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要求。

請出示您的門票(及獲取自助通確認或根據我們指定的方法核

實個人身份)以進入樂園。若於同一天之內再次進入樂園，則

必須出示門票及手印(或獲取自助通確認或根據我們指定的方

法核實個人身份)。

門票不可轉讓、退換及退款。門票一經修改即作廢。門票只供同

一賓客於有效期內使用，並不適用於須額外收費的特備節目。

不可攜帶以下物品進入樂園：

• 危險物品。

• 食物、含酒精飲品及罐裝或樽裝飲品。

• 小型手推車或任何裝有輪轆之運送用具(嬰兒車及輪椅除外)。

• 寵物(具有服務用途之動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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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禁以下活動：

• 售賣任何物品或服務，或展示任何物品或服務作售賣用

途。

• 派發任何印刷品。

• 未經許可之活動、遊行或演說，及其他未經許可之公眾集

會。

• 展示任何旗幟、橫額或其他徽號。

• 作商業用途的攝影、錄影、任何紀錄、廣播或傳送。

• 任何妨礙樂園或其聯營設施之運作的行為。

我們可能在樂園範圍內拍攝、攝影、錄影、錄下或複製任何

進入樂園人士之影像及/或聲音。我們有權將此等影像及/或

聲音用於任何用途而無須向賓客繳付任何費用。

對於任何不守樂園規則或作出危險、違法或無禮行為之人

士，或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我們認為情況所需，我

們有權拒絕該等人士進入樂園，或要求該等人士離開樂園而

毋須退款或作出任何賠償。

我們可基於以下因不時更改樂園或遊樂設施的開放時間、暫

停開放樂園或其任何部分、控入園人數及/或暫停或取消任何

遊樂設施或娛樂節目而不作事先通知，並毋須退款或作出任

何賠償:樂園容納量、惡劣天氣或特備節目，或為保障安全、

治安或秩序，或我們認為情況所需。

我們毋須為賓客之財物損壞或損失負責，不論此等損壞或損

失是否因我們的疏忽或其他原因所致。

此規則內所言之「我們」意指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或

香港迪士尼樂園管理有限公司或以上兩者。

本規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所管限。

以上規則以英文及中文編寫，中英文本如有歧異或矛盾，概

以英文本為準。

如有疑問，請向演藝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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