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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旅游攻略 

 

 

门票价格 
1 日票价   2 日票价 

 

主题园区 
美国小镇大街  探险世界  明日世界  幻想世界   

灰熊山谷   反斗奇兵大本营   迷离庄园 

 

交通 
怎么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园内交通 

                    

住宿 
度假区内酒店   香港酒店推荐 

 

乐园服务 
乐园咨询服务中心  急救站  寄存柜  外币兑换 

信用卡／记账卡使用  优先入座   饮水机   

失物认领处 商品寄存服务 轮椅/婴儿车出租服务 

 

特别提示 
迪士尼快速通行卡（FAST PASS）  食物小窍门 

吸烟注意事项    防晒避暑小贴士 

乐园时间表      购买乐园门票方法 

 

相关攻略   
下载《一起游香港旅游攻略》 

 
简介 
公主、王子、南瓜车、灰姑娘的城堡……那是每个女孩都曾

做过的梦；米老鼠、唐老鸭、高飞狗、松鼠兄弟……那是每

个孩子童年时的伙伴。走进香港迪士尼乐园，您将如愿以

偿地近距离地看到这些卡通人物。 
 
香港迪士尼乐园（Hong Kong Disneyland）是全球第五

个以迪士尼乐园模式兴建、迪士尼全球的第十一个主题乐

园，及首个根据加州迪士尼（包括睡公主城堡）为蓝本的

主题乐园。 
 
乐园大致上包括六个主题区，包括：“美国小镇大街”、“反

斗奇兵大本营”、“探险世界”、“幻想世界”和“明日世界”、

“灰熊山谷”。“迷离庄园”（第七个主题区，目前在建未开

放）。除了家喻户晓的迪士尼经典故事及游乐设施外，香港

迪士尼乐园还配合香港的文化特色，构思一些专为香港而

设的游乐设施、娱乐表演及巡游。在乐园内还可寻得迪士

尼的卡通人物米奇老鼠、小熊维尼、花木兰、灰姑娘、睡

美人公主等。 

 

 
 

目录 • content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 COCU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786774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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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  
门票类型 票面价 同程价   

成人票 399 元 292 元 

成人 2 日票 499 元 379 元 

儿童票 285 元 217 元 

儿童 2 日票 355 元 266 元 

亲子票（2 大 1 小） 1083 元 786 元 
 
 
注：2 日门票可于 7 日内任何两天进入乐园，特选日子除外。第一次进入乐园须于门票背面所印的最后有效日期或之前。

入园时，须使用”自助通”或出示附有相片之身份证明文件。 

 

 

主题园区 
美国小镇大街 
美国小镇大街是游客到访香港迪士尼乐园的第一站，是根据典型的美国小镇设计而成，富于怀旧色彩，所展现的时代正是

煤气灯由电灯取替、以及汽车代替马车的年代。这些怀旧设计带领游客进入神奇王国，体验乐园内不同的世界。 

 

 

 

 

 

 

 

 

 

 

 

 

 

 

 

 

 

    
迪士尼飞天巡游：一大班迪士尼朋友在您面前列阵，如米老鼠、唐老鸭等。创意令人眼前一亮！迪士尼飞天巡游更将兴奋

伸延到半空，米奇飞船率先带头起飞，一众迪士尼朋友个个与天比高！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立即预订 

以 上 票 种 只 适 用 于 大陆 游

客。票面价以港币为单位，

同程价以人民币为单位。以

上价格仅供参考。香港此景

区门票为实体票，需邮寄，

建议游客提前五天预订。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 COCU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7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86774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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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旅游攻略 

“星梦奇缘”烟花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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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艺术廊：置身于此，犹如走进迪士尼动画世界的时光隧道，见证不同年代的创作。  

 

布公仔流动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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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并将亲眼目睹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解开您对科学的疑团，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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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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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怀旧旅程，追溯昔日美国的繁华景象。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

黄金时代，每个角落都充满无限机会和希望，让您体验“凡事皆可成真”

的精神。  

 

香港迪士尼乐园铁路：登上别具特色的怀旧蒸汽列车，沿途欣赏香港迪

士尼乐园极致景色，轻松畅游乐园的各个精彩角落，别有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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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pper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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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镇会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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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香港迪士尼乐园消防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 s 的牛老板提供）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 COCU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7816039#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786774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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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世界 
探险世界让游客亲身感受一个亚洲及非洲地区原始森林的旅程，同

时探险世界亦将多种奇珍异卉集中在一处展出。香港迪士尼乐园的

探险世界也是全球迪士尼乐园中面积最大的探险世界。园区内最受

欢迎的游乐设施是狮子王庆典及森林河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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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华丽盛大的庆典，保证令您叹为观止。主要演

出人 物有辛巴 (Simba)、娜娜 (Nala)、刀 疤(Scar)、丁满 (Timon)及

彭彭(Pumbaa)。 
 
表演地点：探险世界的原野剧场 

表演时间：中午 12:00，下午 2:00，下午 4:30，下午 6:00 

贴士：若您希望于欣赏表演的同时观看简体字幕，请到观众席最后

的 6 行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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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曲折

离奇，充满惊喜和笑话。 

 

泰山树屋：乘木筏横渡森林河流，到达泰山小岛，攀上铺满藤蔓的树屋，就是迪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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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狂欢：森林充满着活力和欢乐，令所有人都随着鼓声舞动起来！到处都是欢乐笑脸，森林木偶嘉年华、乡土鼓手、铜

锣鼓乐团或是即兴鼓乐探险旅程，每个表演各具特色，同样叫人兴奋。 

  

历奇喷水池：森林的一角树立了部族的图腾柱，随着森林鼓声的节奏，会出奇不意的喷射水花突袭您，为你和一众海盗同

伴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明日世界 
明日世界是一个充满科幻奇谈及实现穿梭太空幻想的地方。香港迪士尼乐园中明日世界的全新设计和感觉与其它的主题乐

园截然不同，华特迪士尼幻想工程将整个园区创造成一个专为探索太空漫游奇遇与经历的星河太空港口。每个游乐设施、

商店及餐厅均以机械人、宇宙飞船、浮动星体作装饰，将成为太空港口的一部分。游客可以在"飞越太空山"经历时空旅程，

亦可乘坐飞碟来回穿梭太空游乐设施"太空飞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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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士：此游乐设施最低身高要求为 102 厘米。 

  

巴斯光年星际历险：游客可驾驶太空巡逻车（XP-38），在太空自由作 360 度左右旋转，并由宾客使用雷射枪，与巴斯光年

和绿色小人并肩作战，击退索克天王和他的机械兵团，取回被抢去的电池。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蓝血提供） 

http://www.17u.com/blog/316574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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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会史迪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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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车天地：驰车天地共有 3 条跑道，而采用的汽车更是第一次被迪士尼使用的电动车。毋需驾驶执照或训练，大小朋友都

可在路上自由驰骋。与其他迪士尼乐园的驰车天地不同的是，香港的车辆配有一些闪灯在车身上，并设有会发出未来汽车

引擎声的音响喇叭。（驾驶者的最低身高要求为 137 厘米；乘客的最低身高要求为 81 厘米。） 
 
太空飞碟：让游客坐在四人飞碟中，不断转圈飞驰。飞碟前排附有手掣控制高低。 

  

UFO 地带：内部有无数发声机器人及一艘正在冒烟的太空船会不定时突然向宾客喷水。这场与 UFO﹝奇趣物体﹞的大战，

令大小朋友满身湿透，欢乐透心！ 

 

幻想世界 
到访幻想世界的游客会首先在睡公主城堡展开他们的旅程。游客犹如置身迪士尼故事中，找到他们最心爱的迪士尼人物：

可以在咖啡杯内盘旋；又或是与各个可爱的迪士尼人物如小熊维尼、白雪公主及老鼠大哥——米奇老鼠见面。幻想世界的

中心标志是一个崭新、独特的梦想花园，唯香港迪士尼乐园独有。 

 

小小世界：小小世界（ it's a small world）让宾客将展开水上之旅，沿途可看见约 500 个代表穿上各地服饰，不同种族的

Audio-Animatronics®人形木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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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迪士尼朋友的木偶，令宾客投入色彩夺目的国度。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小小世界亦拥有全球迪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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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新增

的中东区和重新设计的北美洲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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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塑造的木偶更是香港独有。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 s 的牛老板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781603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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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花园：在苍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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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和其它迪士尼朋友一同合照，留住美好回忆。 

  

小熊维尼历险之旅：小熊维尼历险之旅综合了《小熊维尼》三个初始故事，让游客在蜜糖罐车中体验故事。蜜糖罐车随着

轨道前进附有特别的效果，包括震动和摇晃功能。  

 

疯帽子旋转杯：疯帽子旋转杯取材自《爱丽斯梦游仙境》，让游客仿如在茶会派对中控制茶杯，以不同的速度旋转。 

  

灰姑娘旋转木马：您将要化身成为迪士尼经典动画「灰姑娘」中的灰姑娘或王子，在旋转木马上驰骋或乘坐马车。每只木

马均各有特色，载着您奔向快乐的未来。 

  

米奇幻想曲：进入 3D 剧场影院，戴上立体眼镜，透过极富现场感的特技，欣赏迪士尼经典电影。唐老鸭将带您游历一幕

幕惹笑场面，您会嗅到蛋糕的香气，亦要提防溅过的水花，仿如置身于电影世界，与您最喜爱的公主及英雄一起投入奇妙

的交响曲中。 

 

米奇金奖音乐剧：音乐剧以颁奖礼形式表扬迪士尼最受欢迎的电影、歌曲和人物，大家来看各个奖项花落谁家。精彩的歌

声舞影，标志着好来坞的璀璨光芒，与您重温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当中包括「花木兰」、迪士尼/Pixar 的「玩具总动员」

及「扮嘢小魔星」。 

 

 

 

 

 

 

 

 

 

 

 

 

 

 

 

 

 

 

 

小飞象旋转世界：让拥有一对大耳朵的小飞象及他的老友记小老鼠提摩太，带您在幻想世界里自由飞翔。起初这双大耳朵

令小飞象害羞不已，但最后他学会了用大耳朵做翅膀，助他梦想成真！ 

  

幻想世界火车站：在这个火车站，您可跳上蒸汽火车，悠闲地游览香港迪士尼乐园，欣赏沿途的秀丽景色。 

 

石中神剑：您是否拥有拔出石中神剑的神奇力量？梅林魔法师每天数次挑选年轻的武士和女士，让他们挑战自己的力量和

勇气。能找出这柄石中剑的人，就是真正英国国王。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雨婷 1987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953109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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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公主城堡：这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的象征建筑，烟花和节日庆典期间会配合四周作灯光技巧。跨过护城壕沟，走进睡公主

城堡，即会想起爱洛公主在英俊王子战胜喷火龙后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的经典浪漫故事。或许，您心爱的迪士尼公主也在

这里等着您呢！ 

  

 

 

 

 

 

 

 

 

 

 

 

 

 

 

 

 

 

 

白雪公主许愿洞：这个梦想泉源是纪念华特‧迪士尼第一套动画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您不但可在丛林中找到七

位白雪公主好友：开心果、万事通、瞌睡虫、害羞鬼、爱生气、喷嚏精和糊涂蛋，还可听到白雪公主悦耳的歌声。 

  

街头狂欢：在幻想世界里，童话故事都会成真！这里的现场表演精采绝伦，无论您的梦想是如何疯狂古怪、妙想天开或是

不可思议，也一同来尽情狂欢：齐声歌唱、欣赏杂耍和小丑表演等，在这个童话王国发掘意想不到的惊喜！ 

 

 

灰熊山谷 
灰熊山谷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独有的主题园区。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开幕。园区以被灰熊占据的荒废淘金小镇为主题，游客

在区内会发现四周的灰熊与你挥手。为配合中国吉祥寓意，淘金小镇定最幸运的日子——模拟 1888 年 8 月 8 日建立，是

最幸运的年份、月份、一天。过山车将亦采用部分路段后退行驶，感受非一般的刺激。 

 

灰熊山极速矿车：故事讲述在 1888 年 8 月 8 日，乘坐极速矿车向矿洞进发时，经过起伏不平的道路，被一只背痒的灰熊

改写旅程，改为一条通往矿洞外的危险斜路。途中矿车将会于主山峰停下一阵并快速倒后行，这个游乐设施是香港迪士尼

乐园第二座过山车。 
 
贴士：此游乐设施最低身高要求为 112 厘米。 

  

喷泉山谷：当日小镇意外地建在活跃的喷泉区上，地底的喷泉间歇性爆发成冲天水柱，居民从此将之命名为喷泉山谷，亦

成为了水炮大战的地带。水塔倾斜，走过的人要四处躲避；铁匠店半倒塌，蒸气狂冒，而干货店已变成名符其实的「湿」

货店；您更可放下拘束，瞄准老友，与水花大玩特玩。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 COCU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786774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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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熊山谷迎宾礼：为让各位宾至如归，灰熊山谷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将为您准备一场既兴奋又好玩的表演，要您乐而忘返。

镇上酒店的女主人即席献唱最钟爱的歌曲，以具感染力和热情的歌声来欢迎各位宾客。市长、警长和小镇居民，都投入娱

宾的行列，务使来宾感受到真真正正的西部款客之道。这一场洋溢西部风情的街头音乐表演，肯定会让您随着音乐手舞足

蹈，热情高涨！ 

 

西部拍拍照：在充满西部风情的灰熊山谷，您有无尽的机会发掘这里的风土人情。别忘了到金石检测所拥着世界最大的幸

运金石拍照留念，让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伟大的寻金专家。或者到西部囚室拍一张通缉犯海报，变身为西部史上最强的通

缉犯。总之，灰熊山谷遍布充满乐趣的拍照景点，成为您灰熊山谷回忆的一部分。 

 

 

反斗奇兵大本营 
亚洲独有主题区。以迪士尼及彼思首部合作的长篇电影《反斗奇兵》

为主题，游客会以缩小的角度观看小男孩安仔在一个园地遗下的玩具。

游客进入这个后花园第一会见到入口的巨型胡迪。游乐设施主要为冲

天遥控车、转转弹弓狗和玩具兵团跳降伞。园内最刺激的冲天飞车，

经过遥控车的车房后，宾客就可以攀上这台绿色跑车车，在车道上来

回飞驰。 

 

贴士：来往幻想世界及反斗奇兵大本营的通道将于烟花表演前约 1 小

时关闭。在此期间，宾客只可经由探险世界出入灰熊山谷及反斗奇兵

大本营。 

 

“冲天遥控车”会带游客于 27 米高的 U 形轨道上高速驰骋；而 25 米

高的“玩具兵团跳降伞”让游客在半空中不但可以随着降伞来回升降，

还可从高处欣赏新园区全貌；另外，“转转弹弓狗”则会带游客一同追

逐自己的尾巴，围着他的食物碟疯狂团团转。 

 

 

 

迷离庄园 预计 2013 年开幕 
全球独有主题区。座落于茂密但人烟缥缈的热带雨林地带，这座模拟 1908 年的维多利亚式大屋——迷离大宅，收藏着大

量珍品，而园内四周充斥着神秘力量，随时发生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雨婷 1987 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953109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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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怎么去香港迪士尼乐园 
港铁迪士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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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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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九龙站出发只需 30 分钟； 

3、由香港站出发只需 33 分钟（港铁香港站东涌线

大堂设有香港迪士尼乐园售票处）。 
 

香港巴士 

R11, R22, R33, R42 巴士路线来回香港迪士尼乐园及香港市区。 

 

线路号码 R11 R22 R33 R42 

起点 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 屯门铁路站 大围铁路站 

途经 旺角 

油麻地 

红磡海底隧道 

收费广场 

湾仔 

铜锣湾 

炮台山 

佐敦 

士瓜湾 

新蒲岗 

九龙湾 

观塘 

蓝田 

- 
荃湾 

沙田 

目的地 北角 油塘 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 

收费(港币) $38 $38 $21 $21 

 

巴士服务时间 

  

线路号码 R11 R22 R33 R42 

往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方向 

星期日及 

公众假期 — 

早上 9:00 

早上 9:20 

早上 9:45 

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服务时间 约于烟花表演完结后 

15 至 45 分钟开出 

约于烟花表演完结后 

20 分钟开出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小 s 的牛老板提供）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7816039#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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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巴士：深圳皇岗口岸 — 迪士尼乐园 

  

路线 皇岗专线 — 迪士尼乐园 

服务时间 由深圳皇岗开出 :  

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 

上午 8:00 至上午 11:00  

班次 : 30 分钟一班  

 

上午 11:00 至中午 12:00  

班次 : 60 分钟一班  

 

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星期一至日及公众假期  

下午 12:45，下午 1:45，下午 2:45，下午 3:45，下午 4:45, 

下午 5:45，下午 6:45，晚上 7:45*，晚上 8:45*及晚上 9:45* 

收费 (港币) 单程票价：$80； 来回票价：$150 

 

 

 

园内交通 
幻想世界火车站 

在这个火车站，您可跳上怀旧的仿蒸汽列车，悠闲地绕香港迪士尼乐园一

圈，欣赏沿途的秀丽景色。火车往返于美国小镇大街和幻想世界。 

 

酒店宾客-度假区穿梭巴士 

往来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及迪士尼公共运输。 

上午 06:00 至上午 08:00     每 20 分钟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上午 08:00 至凌晨 12:00     每 10 分钟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凌晨 12:00 至凌晨 01:00     每 20 分钟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 

凌晨 01:00 至上午 06:00     巴士服务将因应要求而做出安排 

注：由迪士尼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往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车程约 5 至 7 分钟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如何前往香港旅游，请下载《一起
游香港旅游攻略》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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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度假区内酒店 
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内有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和迪士尼好莱坞酒店，都是属当地五星级酒店。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以迪士尼

浪漫梦幻为主题，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设计，在香港较为罕见。酒店设计处处体现了迪士尼旗下卡通人物的元素。而

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以好莱坞电影与迪士尼梦幻为主题，具有美国好莱坞特色。 

 

1、酒店行李寄存 

两间酒店均有行李寄存服务。退房后，您可把行李寄存在行李服务部，然后去迪士尼乐园轻松游玩，直至离开时再领回。 

 

2、酒店免费物品 

两间酒店的物品都充满了迪士尼元素，精致又可爱，是不是很想带走成为私人物品呢？酒店均有可以免费带走的物品，请

询问酒店服务员。如迪士尼乐园酒店可免费带走的物品：拖鞋；房卡；靠窗小桌上酒店须知文件夹里的明信片、信纸、笔；

床头柜上扎成小袋子形状的蓝色小毛巾；浴室里洗漱区的牙刷、梳子、浴帽、扎成小鸟形状的粉红色毛巾等一次性用品；

米奇头像形状的沐浴露、洗发水、护发素小瓶子等等。 

 

3、区别 

① 迪士尼乐园酒店比迪士尼好莱坞酒店更加豪华，价格较贵。迪士尼乐园酒店好似童话中的城堡，房间比好莱坞大，各种

卡通人物形象应有尽有，而好莱坞酒店主要以米老鼠为主。 
 
② 如果带孩子入住，预算较多的话，建议选择迪士尼乐园酒店，卡通人物较多，小孩子会很开心。 
 
③ 如果您预算较紧，可以选择好莱坞酒店。两家酒店相邻，无论入住哪家，都可以去另一家逛逛。住好莱坞酒店，逛乐园

酒店，是节省预算的好方法。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园林景观客房    1990 元   

海景阳台客房    239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香港酒店 

[13875bazcii] 非常漂亮的酒店，孩子们都超喜

欢，我们在酒店吃早餐、与卡通人物合影，室内

外游 泳池游泳 ，走小迷宫……还每个人拿 了个小

兔子毛巾的小礼物，很不错！就是暑期 8 月份去

的，价格有小贵，呵呵。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香港迪士尼好莱坞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园林景观客房   1300 元   

海景客房     16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香港酒店 

[133cntdv189] 酒店很卡通很温馨，非常适合小

孩居住，装饰简洁不奢华，能突出主题，我订的

海景房从落地大窗往出去景色非常好，尤其是夜

景更美，只订了一晚真不过瘾，虽然节假日 2160

元的价格贵了点，以后还会去住的。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24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5.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35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24.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35.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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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酒店推荐   >>查看香港特价酒店  
 
 

香港铜锣湾皇悦酒店 
 

 

房型         同程价        

城市景观客房   90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铜锣湾酒店 

[13761cztpps] 酒店房间里自带高级自动沙发，

很高级很舒服~房间虽然有点小，但是很干净！

地段离地铁很紧，附近的小吃店很多~味道都很

正宗~总体来说满意！ 

[18951kbvtuy] 环 境不错~干净舒适~离地铁比

较近~~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香港红茶馆酒店（油麻地店） 
 

 

房型         同程价     

标准间       57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旺角、油麻地酒店 

[15076yadjft] 地段繁华 出入方便 离地铁口比

较近，附近有女人街，庙街夜市步行可到！ 

[13707elzagp] 酒 店 后 面 就 是 庙 街 ， 早 上 吃 早

餐，晚上吃宵夜，感觉都特别好，有好多香港最

有特色的小吃，味道好极了！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香港置地文华东方酒店 
 

 

房型         同程价        

L450 高级房   2780 元   

L600 豪华房    3430 元 

→ 预订此酒店 

→ 查看更多中环酒店 

[13024psohnj] 对 这 里 最 是 地 理 位 置 是 无 可 挑

剔的，设施也很棒，有 spa 和桑拿非常舒适。管

理方面挺好的，床边放的有本书，还有很精致漂

亮的书签，感觉好挺的。 

[13311spjehs] 酒店很豪华，值得推荐。 

              → 查看所有酒店点评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1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12107.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_bid-3576.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12107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5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list_8101_bid-202.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9352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4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info-9349.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place_8101_8885_ZhongHuan.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hotel/hotelcomments-9349_1.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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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服务 
乐园咨询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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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站：急救站设于广场的大街餐厅旁边，注册护士为有需要

的旅客提供急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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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币兑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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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提供。  
 

信用卡／记账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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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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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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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物认领处：设于市镇会堂内的宾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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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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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椅/婴儿车出租服务：小镇广场里的迪士尼乐园消防局提供限量的轮椅/婴儿车出租。 

 

 

 

 

 

 

 

 

 

 

 

 

 

 

园内游玩线路计划：入园后首先在小镇大街的市

镇会堂索取乐园地图，根据地图规划好行程安

排，可以拿笔划出必看项目和表演时间，千万不

要错过一些绝不可错过的地方和表演。许多游人

选择顺时针游玩，您不妨反其道而行之，逆时针

的线路说不定会让您避开人流，玩的更尽兴。 
 
注：在每个园区均设有专门地点让游客与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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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同程 COCU 提供） 

http://www.17u.com/blog/786774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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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迪士尼快速通行卡（FAST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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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游乐设施。 

 

提供快速通行卡服务的游乐设施： 

巴斯光年星际历险；飞越太空山；小熊维尼历险之旅。 

 

如何使用快速通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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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派送。 

2.每个时段的快速通行卡数量有限，如果派发完毕，则要等下一个时段才能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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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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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快速通行卡样本 

 

 

 

您将会看到以下资料：  
 
①这快速通行卡所属的游

乐设施。 
 
②您可于这段时间返回享

用该游乐设施。 
 
③您可于这一个时间之后

换取另一张快速通行卡。 

 

 

无效的快速通行卡样本 

 

 

 

您将会看到以下资料：  
 
①这快速通行卡无效的

原因。 
 
②您可于这一个时间之

后换取另一张快速通行

卡。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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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旅游攻略 

 

食物小窍门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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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烟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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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晒避暑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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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戴帽子、

墨镜等防晒措施。 

 

乐园时间表 

 
乐园开放时间 

普通日子 上午 10:00 - 晚上 9:00 

巡游及烟花表演时间 

迪士尼飞天巡游（由位于幻想世界的迪士尼故事剧

场入口出发） 
下午 3:30 

“星梦奇缘”烟花表演 晚上 9:00 

个别开放时间 

反斗奇兵大本营 

来往幻想世界及反斗奇兵大本营的通道将于烟花表演前约 1

小时关闭。在此期间，宾客只可经由探险世界出入灰熊山谷

及反斗奇兵大本营 

美国小镇大街-动画艺术教室(以广东话演出) 上午 11:40 - 晚上 8:40 

剧场演出 

探险世界“狮子王庆典” 下午 12:00 下午 2:00 下午 4:30 下午 6:00 

幻想世界“米奇金奖音乐剧” 
上午 11:30 下午 12:45  下午 1:45 

下午 4:00  下午 5:00   下午 6:15 

明日世界“幸会史迪仔” 
请到游 乐设施入口参阅有 关不同语言〔广东 话/普通 话或英

语〕的演出时间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所有乐园时间及资料只供参考，并有可能

于您游览乐园当天作出更改。请于游览当

天到市镇会堂索取乐园时间表，以获得当

天最新的表演时间详情。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16 

香港迪士尼乐园旅游攻略 

 

与迪士尼朋友见面 

美国小镇大街 上午 10:00 - 下午 6:00 

幻想世界（梦想花园） 上午 11:00 - 晚上 7:30 

幻想世界（睡公主城堡） 上午 10:00 - 下午 5:30 

明日世界 上午 10:30 - 下午 5:30 

反斗奇兵大本营 上午 10:30 - 晚上 7:00 

灰熊山谷 上午 10:30 - 下午 5:30 

迪士尼雪亮圣诞（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 月 1 日） 

美国小镇大街米奇玩具舞曲 下午 12:00  下午 5:30 

美国小镇大街闪雪亮灯 下午 6:45 

餐厅 

广场饭店（美国小镇大街） 上午 10:00 - 晚上 9:30 

大街餐厅（美国小镇大街） 上午 11:00 - 晚上 9:30 

市集饼店（美国小镇大街） 上午 10:00 - 晚上 9:00 

碧林餐厅（探险世界） 下午 12:00 - 晚上 8:45 

河景餐厅（探险世界） 上午 11:30 - 晚上 9:00 

皇室宴会厅（幻想世界） 上午 11:30 - 晚上 9:00 

笑匠欢宴坊（幻想世界） 上午 11:30 - 晚上 9:00 

彗星餐厅（明日世界） 上午 11:30 - 晚上 9:00 

火箭餐厅（明日世界） 上午 11:30 - 晚上 9:00 

 

 

购买乐园门票方法 

1、网上购票 

你可以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官方网站或者通过同程网购买门票，更加方便快捷。>>立即预订 

 

2、到港铁香港站香港迪士尼乐园售票处直接购票 

便捷的香港迪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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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至晚上 8:00；星期六、日及

公众假期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3、于全线 OK 便利店购票  

您可于全线 OK 便利店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 

 

4、于香港迪士尼乐园正门入口购买门票 

游客可于游览乐园当天，在香港迪士尼乐园正门入口售票处或宾客服务中心购买门票。服务时间为每日乐园开放前 30 分

钟至乐园关闭。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tickets/scenery_28470.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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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过旅行社预订门票 

国内旅行社提供已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的旅游套票，详情可向以下就近旅行社查询。 

 

6、其他购票处 

· 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购票：您可于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购买乐园门票。服务时间为每日

上午 9:00 至晚上 9:00。 

· 星光大道店铺购票：您可于尖沙咀“星光大道店铺”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服务时间为每日早上 9:00 至晚上 10:30。 

· 通济隆门市购票：您可于指定香港通济隆门市(包括山顶凌霄阁门市)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 

· 亚洲国际博览馆票务处购票：您可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票务处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服务时间为星期一至五上午 10:00

至晚上 6:00 。 

 

7、酒店住客优先预订乐园门票 

若是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两间酒店的住客，可向酒店的订房中心查询更多详情。服务时间为每天上午 9 时至晚上 8 时。 

 

相关攻略                           >> 立即下载 
 

 

香港必游景点 

 香港迪士尼乐园：小朋友的奇妙世界、一家大小的梦想天地。 

 星光大道 & 维多利亚港：在维港星空下，与光芒四射的电影明星，一同观

赏全球最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 

 太平山顶：繁华都会、璀璨维港，香港昼夜美景，在这里一览无遗。 

 香港海洋公园：世界级的海洋动物主题乐园。 

 庙街夜市：香港电影的拍摄热门地、体验地道生活文化的好地方。 

 南丫岛：香港居民周末悠闲的胜地，周润发的故乡，也是吃海鲜的好去处。 

 金紫荆广场：香港回归祖国大典的举行场地，广场则有庄严的升旗仪式。 

 兰桂坊：香港最时尚的饮食休闲胜地。 

加入微信 

欢迎您加入一起游微信（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返回目录  我要纠错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destination/guide_show_8101_3.html#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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