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  

 

概览 

购买及使用「奇妙处处通」会籍或会员优惠之前，请仔细阅读「奇妙处处通条款及细则」及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

及细则」。 持有或使用「奇妙处处通」会籍或会员优惠，即表示您接受下文所有的条款及细则且受这些条款及细则的约

束。 
 

A. 重要事项 (适用于所有会员) 

B. 所有会员专享 

C. 白金卡会员专享 

D. 金卡会员专享 

E. 银卡会员专享 

F.  「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一般事项 (适用于所有会员) 

 

「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及「奇妙处处通」优惠页面之间如有歧异或矛盾，概以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

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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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重要事项 

1. 除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本公司」)另有注明外，于「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中之「奇妙处处通」

优惠适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及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发出的有效个人会员卡之「奇妙处处通」会员

(「会员」)  在现行会籍(「定义见下文 第 A.4 段」) 之有效期内使用，受限于会籍级别及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

条款及细则」。除「奇妙处处通条款及细则」另有规定外，「会籍有效期」是指个人「奇妙处处通」个人会员

卡发卡日或续期日起计一年的期限，并受「奇妙处处通条款及细则」及第 A.4 段之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

及细则」所约束。会员理解并同意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并没有暗示或保证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发出或

续期之「奇妙处处通」会籍可享任何优惠，本公司有绝对酌情决定权。 

2. 优惠受限于 (i) 有关优惠或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期及不适用日期；(ii) 有关优惠或相关产品或服务的供应情

况； (iii) 有关游乐设施、设施或地点的营业时间、入场要求及容纳量； (iv) 可能限制分配给「奇妙处处通」会

员计划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和其他优惠功能，或视乎供应情况，可能限制获提供优惠的会员的数量或资格

的控制措施 (例如，某些优惠及功能可能有限地向一部分特选会员组别提供) (该等限制统称为 (「优惠限制」) ；

及 (v) 本公司可不时在「奇妙处处通条款及细则」、「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或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官方

网页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网页」) 、有关广告、会员通讯、游乐设施、设施和/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

展示的通告和告示牌中公布其他适用之条款及细则。会员确认本公司有绝对酌情权随时及不时厘定或更改本第 2

段所述之任何事项，而毋须另行通知。 

3. 本公司并非为其他商户提供之产品及/或服务之供货商（统称「其他商户优惠」），而该等其他商户并不代表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属机构或作为其代理提供其他商户优惠。本公司并不会对其他商户优惠作出任何申述或保证。

在适用法律许可的最大范围内，本公司恕不承担会员或任何其他人因其他商户优惠引致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

失、成本、费用、收费、税项、损坏、申索、索求、法律程序、诉讼、义务或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性质的

伤害、损坏、损失或费用）负责。本公司恕不负责解决因任何其他商户优惠引起的任何争议。其他商户优惠的

提供和使用可能受其供货商所定之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4. 会员必须于领取此优惠时亲身出示其印有姓名及照片的有效会员卡(「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于领取优惠时指定

的个人身份证明方可享有优惠。宾客如在网上购买「奇妙处处通」，须携同由本公司所发出的确认电子邮件前

往香港迪士尼乐园(「乐园」)正门售票处换领「奇妙处处通」个人会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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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会员专享 

1. 礼物 

会员专享的颈绳一条。 
 

2. 『迪士尼「奖赏行」计划』 

i. 在「迪士尼『奖赏行』计划」 (「奖赏行计划」) 下及受此条款及细则约束，持有有效个人会员卡的会员于

奖赏行时段达到指定次数之合资格入园到乐园后可获赠指定奖赏行礼品。 

ii. 一个「奖赏行时段」是根据会员现时持有的个人会员卡所显示之有效日期前 12 个月(或本公司可能不时公布

的更长时期)至该有效日期的期间(下列所述的续会情况除外)。仅作为说明﹕如于会员现有的个人会员卡上

之有效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其奖赏行时段会是由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 2024 年 1 月 1 日。为此计划

的目的，在现行奖赏行时段结束前续会并不会重设现行奖赏行时段的开始和结束日期或累积的合资格入园

次数，尽管其「奇妙处处通」新会员上的有效日期已被更新。仅作为说明﹕如果会员提前在 2023 年 12 月

12 日为其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到期的现有会员到期日之前会籍续会，则其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期间的合资格入园仍然会计算入现行的奖赏行时段，而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 日期间的合资

格入园次数将会计算入另一个新的奖赏行时段。 

iii. 所有会员达到「奖赏行」计划的所有要求（「入园目标次数」）可获得指定「奖赏行」礼品（「奖赏行奖

赏行礼品」）: (a) 第一个入园目标次数﹕ 会员于奖赏行时段开始的 3 个月内累积 3 次合资格入园可获此计

划的指定徽章一个; (b) 第二个入园目标次数﹕ 会员于一个奖赏行时段累积 10 次或更多合资格入园可获此计

划的指定奖牌一个。 

iv. 「合资格入园」指由本公司根据会员使用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由乐园正门进入乐园的入园记录。以当日有

效之乐园门票升级为个人会员卡亦会计算为一次合资格入园记录。以其他方式入园或升级的记录将不会被

视为此计划的合资格入园。每天不多于一次合资格入园记录被计算（包括但不限于同日多次进入乐园）。

本公司所持有的合资格入园记录将是最终和决定性的。 

v. 会员于奖赏行时段累积的合资格入园次数不能带往下一个奖赏行时段、记入、转移到任何其他奖赏行时段

或任何其他会员。 

vi. 在达到指定入园目标次数后，每位会员可于现行奖赏行时段结束前亲身到乐园内的「奇妙处处通」会员服

务中心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以领取奖赏行礼品。 

vii. 本公司没有义务发送领取奖赏行礼品的任何通知，或回答任何会员累积的合资格入园次数的查询。未在相

关奖赏行期间内领取的奖赏行礼品将会在没有通知或补偿的情况下被取消。 

viii. 每位会员有权在有关奖赏行期间内领取不超过一个徽章枚及一个奖牌。 

ix. 不同款式的奖赏行礼品有可能在奖赏行计划过程中发出，并按供应情况而定。发布有关奖赏行礼品的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设计、类型、零售价及适用数量）仅供参考。本公司保留决定和更改发出的奖赏行礼品款

式的权利，并有绝对酌情决定权。 

x. 于此计划所获得的奖赏行礼品不能用作转售、转让、退款，或作全部或部份换取现金或其他奖赏行礼品。 
 

 

 

 

 

 

 

 

 

 

 

 

 

 



  

 

C. 白金卡会员专享 

1. 泊车优惠 

i. 此泊车优惠只适用于成人，学生及长者会员卡会员，小童卡会员并不适用此优惠。 

ii. 泊车优惠可于每日上午 8:30 至关园后 2 小时于乐园停车场停泊一辆私家车或电单车，不适用于其他停车

场，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酒店(「酒店」) 之停车场。 

iii. 新会员凭当日发出的个人会员卡及泊车收据可于乐园正门或美国小镇大街的市镇会堂之宾客服务中心享用

此泊车优惠。 

iv. 会员在一天内只可享用此泊车优惠一次，每次只适用于一辆汽车。 

v. 会员须在进入停车场时出示有效的个人会员卡以享用此泊车优惠。如在进入停车场时不能出示有效的个人

会员卡，其后将不获退款。 

vi. 所有进入及使用停车场的车辆及宾客均受此停车场的规则所约束，有关规则已张贴于收费亭旁。 

vii. 本公司可基于停车场容纳量、恶劣天气或特别节目、或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认为情况所需

不时限制对停车场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并毋须退款或作出任何赔偿。 
 

2. 乐园游玩优惠 

i. 婴儿车出租服务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乐园内租用婴儿车可享正价五折优惠。受限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及刊于网页上的婴儿车出租服务详情及其条款及细则约束。 

 

ii. 指定泊车处 

a. 白金卡成人、学生及长者会员卡会员可于乐园停车场内指定泊车处停泊车辆。 

b. 此优惠受上文第 C.1 段之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iii. 尊享乐园入口处 

a. 白金卡会员可于指定之乐园入口处接受保安检查及进入乐园。  

b. 所有人士(包括会员及同行宾客)、手提包、衣着、包裹及其他物品均可能需在乐园入口处及乐园内接受筛查/

保安检查。 
 

iv. 免费行李寄存服务 

a. 白金卡会员可在迎乐路(近港铁迪士尼站)之行李寄存服务点享免费行李寄存服务，每日最多可免费寄存一件

行李。 

b. 此优惠受行李寄存服务地点及行李寄存凭证所列的行李寄存服务之条款及细则约束。 
 

v. 《狮子王庆典》优先入座 

a.  白金卡会员于每场演出，可与最多 3 位同行宾客获优先预留座位观赏「狮子王庆典」。 

b. 会员及其宾客须在剧场演出前 20 分钟到达演出场地入口，并须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 

c. 未能与会员一同入场的宾客将不享有优先入座。 
 

vi. 乐园门票折扣优惠 

白金卡会员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以下乐园门票可享 9 折优惠。  

a. 1 日标准门票 (普通日子) ； 

b. 1 日小童门票 (普通日子) ； 

c. 1 日标准门票 (特定日子) ； 

d. 1 日小童门票 (特定日子) ； 

e. 1 日标准门票 (特定高峰日子) ；及 

f. 1 日小童门票 (特定高峰日子) 。 

1. 每位白金卡会员在每个会籍有效期内只可使用此优惠购买最多 6 张门票。 

2. 此优惠只限于乐园正门售票处购买。 

3. 此优惠只于购买当日有效。未有于购买当日使用之优惠门票将作废。 
 

vii. 「奇妙处处通」专享热线 

a. 白金卡会员可于上午 9:00 至晚上 8:00 致电酒店房间及餐饮服务热线  +852 1-830-888。 



  

 

 

3. 餐饮优惠： 

i. 一般餐饮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指定餐饮可享 75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a.  酒店餐饮 

1.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优惠不适用于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之海风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之星航图咖啡厅及梦想家小

店或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之好莱坞快餐店。 

3. 酒店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房间餐饮服务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4. 请致电+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或+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852 3510-5000 

(迪士尼好莱坞酒店) 预先订座。 

 

b. 乐园快餐服务餐厅 

1. 此优惠适用于乐园内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或碧林餐厅之套餐菜式。 

2. 乐园餐饮优惠适用于笑匠欢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选择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i. 大冒险家餐厅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乐园内大冒险家餐厅可享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优惠。 

 

iv. 户外小食亭学生会员套餐优惠 

a. 白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平日 (公众假期除外) 于乐园内之指定户外小食亭购买指定小食套餐可享港币$15 折

扣优惠。 
 

v. 大街饼店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大街饼店可享 8 折优惠。 

 

vi. 一般餐饮优惠条款及细则  

a. 餐饮优惠每次只适用于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b. 本公司保留有关任何餐饮服务之价钱及各餐厅的营业时间之决定权。 

c.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d. 每位会员于每个餐饮时段内只可享用餐饮优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费、前菜费，加一服务费须以原价计算。 

f. 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vii. 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 

a. 白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格于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星航图咖啡厅预订私人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 

b.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之价格及其组成部分可不时调整。 详情请致电 +852 3510-2000。 

c.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包括的所有购物优惠只适用于会员购买指定商品。 

d. 须于最少 14 日前预订及缴付最低消费金额或 80%出席人数之消费金额，以较高者为准及视乎不适用日子、

餐厅供应情况、容纳量及营运时间而定。会员可致 +852 3510-2000 预订及查询 。 

e. 已预订之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优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产品或折扣优惠。 

g. 「奇妙处处通」会员于入座时须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 

h.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推广优惠或折扣优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奇妙处处通」会员餐饮或商品

优惠)。 

 

4. 购物优惠 

i. 乐园及酒店商品优惠 

a. 白金卡会员可享指定乐园及酒店商品 8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

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盘 ) 、奇妙礼

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

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 

d.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e.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 

g.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宝 

a. 白金卡会员凡购买 PANDORA 系列珠宝满港币$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优惠; 购买低于港币$2,500，可享 9

折优惠。 

b.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示其有效个人会

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作核对之用。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i. 周大福珠宝 

a. 白金卡会员凡购买周大福珠宝满港币$2,000 或以上，可享港币$100 扣减优惠。 

b. 优惠只适用于美国小镇大街的广场时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宝店。 

c. 优惠只适用于购买一口价货品。 

d. 每位会员于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币$100 折扣优惠，不可累积使用。 

e. 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f. 会员必须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方可享扣减优惠。 

g.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h. 此优惠不可兑换或找续现金、礼券、优惠券、折扣、产品、或其他优惠。 

i. 如有任何争议，周大福保留最终决定。 
 

iv. 「迪士尼处处拍+」及 8R 照片 

a. 白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1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b. 白金卡会员可以港币$3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c. 白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399 于酒店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 及三张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处处拍+」只适用于乐园内由穿着戏服之摄影师 (「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 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

于魔法化妆厅、与迪士尼朋友进餐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尼演艺

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e. 「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只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的翠乐庭餐

厅、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的厨师米奇餐厅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的云龙轩) 由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所拍

摄之照片 ，不适用于乐园内、魔法化妆厅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

尼演艺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f. 8R 月历相片只适用于乐园内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魔法化妆厅或其他摄影服务) 。 

g. 因应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之营运安排，部分乐园之拍照点将没有拍照服务提供。 

h.  已连结「迪士尼处处拍+」之照片可于 30 日内于网上预览、下载及分享，其后照片将不被保存。 

i. 「迪士尼处处拍+」、「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月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款、退换、

转售及作现金使用。使用会员优惠购买和使用「迪士尼处处拍+」及相关产品受限于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关附加条款及细则及刊于网页上之「奇妙处处通」的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v. 学生会员优惠 - 免费换领耳朵帽子 

http://www.disneyphotopass.com.hk/


  

 

a. 白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内的商品店单笔交易消费净额满港币$300 或以上 ，可换领指定耳朵帽

子 (价值港币 $99 或以下) 。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奇妙揭揭乐、魔法化妆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

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白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须出示有效个人会员卡及当日收据正本亲身前往乐园及酒店的商品店换领耳朵帽

子。 

d.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e.  于指定换领期而未被换领的耳朵帽子将被作废，并不能退款或赔偿。 
 

vi. 学生会员购物优惠 - 迪士尼花束 

a. 白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内的广场时尚店购买指定迪士尼花束(价值港币$500 或以上) 可享港币$100 折

扣。 

b.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c. 使用此优惠购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转售、转让及退换及替代，以兑换现金或换取任何其他产

品。 
 

5. 酒店优惠 

i. 酒店住宿优惠 

a. 白金卡会员可享有酒店现行定价 8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1 日、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及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此优惠只适用于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后所预订的房间，在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前已预订的

房间不得退款或扣减房间价格。 

d.  此优惠只限会员个人使用，会员须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宾客，并于办理入住手续时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否则本公司将收取房间之现行定价(于入住当时计算)。 

e.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酒店之房间种类，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险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间之现行定价于预订时计算。 

g. 「总费用」包括 : (i) 将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类型、房间之现行定价而定(供应量须

视乎供应情况和优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费; (iii) 费用(i) 及(ii) 项之 10%服务费; 及 (iv) 任何附加项目的额

外费用(「附加项目费用」) 。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间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岁或以上的宾客(「额外宾客」) 须缴付每人每晚港币$200 之附加

费（另收 10%服务费）(「附加费」)。 

i. 受限于附加费，每间酒店房间最多可容纳 4 位宾客。每个酒店房间须至少有一位成人宾客入住。 

j. 会员于预订时须为每个预订缴付总费用。 

k. 每位会员于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间，最多可预订 1 间的酒店房间。 

l.  无论任何情况，宾客名称均不能更改。 

m. 会员可于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预订之房间，以下日子须最少 7 天: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19

日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如未能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取消预订或未按预订日期入住

(no show) ，本公司将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费用及总费用 (ii) 及(iii) 项。更改预订须受供应情况及其他优

惠限制约束，并须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提出。 

n. 此优惠不设佣金。 

o. 此优惠受限于「优惠简介」之条款及细则、酒店一般条款及细则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随时修订的限制。本

公司不会就任何随时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礼遇  

白金卡会员可享一系列生日礼遇(「生日礼遇」)。除本公司另有规定外，生日礼遇可于会员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

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自动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白金卡会员只能在其相关会籍有效期内的 9 月

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礼遇。每位白金卡会员在每个会籍有效期内只可享用生日礼遇一次。本公司可随时及不时

更改生日礼遇，并透过「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网页、有关广告、会员通讯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

示的通告和告示牌通知会员。 
 

i. 其他生日优惠 



  

 

a. 每位白金卡会员可获一套生日礼遇优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礼遇发出的电子优惠券 (「电子优惠券」) 可

于会籍有效期内于会员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白金卡会员可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礼遇。 

b. 会员需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电子优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礼遇。 

 

ii. 晶荷轩或云龙轩晚餐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晶荷轩或云龙轩餐厅惠顾晚餐菜单每满港币$1,000 可享港币$300 折扣优惠，受以下条件约

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外卖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c. 不论消费总额多少，每位会员在此优惠下的总折扣金额不得超过港币$1,500。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e. 此优惠只可于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优惠每次只适用于晚餐时段供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g. 在计算折扣优惠时，只会计算服务费前及其他消费之餐饮总额。 

h. 此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j.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ii. 华特餐厅或芊彩餐厅晚餐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华特餐厅或芊彩餐厅惠顾晚餐菜单每满港币$1,000 可享港币$300 折扣优惠，受以下条件约

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外卖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c. 不论消费总额多少，每位会员在此优惠下的总折扣金额不得超过港币$1,500。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e. 此优惠只可于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优惠每次只适用于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g. 在计算折扣优惠时，只会计算服务费前及其他消费之餐饮总额。 

h. 此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j.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v. 买一送一乐园套餐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乐园内的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碧林餐厅或笑匠欢宴坊购买一份套餐可享免

费套餐一份。 

b.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c. 此优惠只适用于白金卡会员与最少一位付款宾客同行购买相等或更高价格的套餐。 
d.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 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或大街餐厅由 Coca-Cola®呈献买一送一饮品优惠   

a.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每位白金卡会员须与最少一位付款宾客同行享用同款或较高消费的饮品。 

c.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

主理之会员 9 折餐饮优惠除外）。 

d.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e.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 买一送一酒店指定晚餐或午餐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可享以下买一送一优惠: 
b. 在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之米奇厨师餐厅购买一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餐一份;或 

c.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之翠乐庭餐厅购买一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餐一份;或 

d.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云龙轩购买一份相同项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市套餐一份;或 

e.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之晶荷轩购买一份相同项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午餐套餐一份。 
 



  

 

此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a.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c. 白金卡会员须与最少一位付款宾客同行，同行之宾客须与会员于相同餐厅及时段享用相同之指定晚餐或午

餐。 

d. 此优惠不适用于其他食品及饮品。 

e. 只限白金卡会员使用其生日礼遇才可获得免费晚餐或午餐。 

f.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g.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i. 免费生日蛋糕(1 磅)   

a. 白金卡会员可于翠乐庭餐厅、米奇厨师餐厅、晶荷轩或云龙轩晚餐时段享用免费生日蛋糕一个，受以下条

件约束。 

b. 每位白金卡会员须与最少一位付款之宾客同行，同行之宾客须与会员于相同餐厅及时段享用相同之指定晚

餐或指定晚市套餐。 

c. 须于 48 小时前预订并视乎供应情况而定。 

d. 只限圆形蛋糕，不包括生日礼品包。 

e.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ii. 酒店下午茶套餐 5 折优惠 

a. 白金卡会员于芊彩餐厅下午茶套餐或华特餐厅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礼盒外卖可享 5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

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每位会员可以此折扣优惠享用最多两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其他会员餐饮优惠) 。 

e.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f.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x. 生日卡一张 

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可在乐园内的「奇妙处处通」会员服务中心或邻近香港迪

士尼乐园之迪士尼主题酒店前台换领生日卡一张。 
 

x. 乐园及酒店商品 7 折优惠 

a.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限量版徽章、合作品牌商品 (包

括 H2O+® 系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

盘 )、奇妙礼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

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b. 此优惠只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c.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d.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产品质量因素要办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换，会员必须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

明。 

f.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g.  此优惠只限白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h.  除上文第 C.6.x.e 段另有规定外，以此优惠购买之商品均不得退货及换货。 

 

7. 其他商户优惠 

会员可不时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户提供的优惠，请按此浏览详情。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members/page.html?uuid=8836d1b8781f4265b3bbf59e2f717e46#!/detail


  

 

D. 金卡会员专享： 

1. 泊车优惠 

i. 金卡成人、学生及长者个人会员卡会员在现行会籍之有效期内可享 24 次免费泊车，额外私家车泊车正价减

港币$40，摩托车泊车正价减港币$15，受以下条件约束。 

ii. 此泊车优惠只适用于成人，学生及长者会员卡会员，小童会员卡会员并不适用此优惠。 

iii. 泊车优惠可于每日上午 8:30 至关园后 2 小时于乐园停车场停泊一辆私家车或电单车，不适用于其他停车

场，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酒店(「酒店」)之停车场。 

iv. 新会员凭当日发出的个人会员卡及泊车收据可于乐园正门或美国小镇大街的市镇会堂之宾客服务中心享用

此泊车优惠。 

v. 会员在一天内只可享用此泊车优惠一次，每次只适用于一辆汽车。 

vi. 会员须在进入停车场时出示有效的个人会员卡以享用此泊车优惠。如在进入停车场时不能出示有效的个人

会员卡，其后将不获退款。 

vii. 所有进入及使用停车场的车辆及宾客均受此停车场的规则所约束，有关规则已张贴于收费亭旁。 

viii. 本公司可基于停车场容纳量、恶劣天气或特别节目、或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认为情况所需

不时限制对停车场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并毋须退款或作出任何赔偿。 
 

2. 乐园游玩优惠 

i. 婴儿车出租服务优惠 

金卡会员于乐园内租用婴儿车可享正价五折优惠。受限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及刊于网页上的婴儿车出租服务详情及其条款及细则约束。 

3. 餐饮优惠 

i. 一般餐饮优惠 

a. 金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指定餐饮可享 82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a.  酒店餐饮 

1.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优惠不适用于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之海风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之星航图咖啡厅及梦想家小

店或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之好莱坞快餐店。 

3. 酒店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房间餐饮服务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4. 请致电+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或 +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 +852 3510-

5000 (迪士尼好莱坞酒店) 预先订座。 

 

b. 乐园快餐服务餐厅 

1. 此优惠适用于乐园内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或碧林餐厅之套餐菜式。 

2. 乐园餐饮优惠适用于笑匠欢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选择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i. 大冒险家餐厅优惠 

a. 金卡会员于乐园内大冒险家餐厅可享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优惠 

a. 金卡会员于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优惠。 

 

iv. 户外小食亭学生会员套餐优惠 

a. 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平日 (公众假期除外) 于乐园内之指定户外小食亭购买指定小食套餐可享港币$15 折扣

优惠。  

 

v. 大街饼店优惠 

a. 金卡会员于大街饼店可享 85 折优惠。 

 

vi. 一般餐饮优惠条款及细则  

a. 餐饮优惠每只适用于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b. 本公司保留有关任何餐饮服务之价钱及各餐厅的营业时间之决定权。 



  

 

c.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d. 每位会员于每个餐饮时段内只可享用餐饮优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费、前菜费，加一服务费须以原价计算。 

f. 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vii. 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 

a. 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格于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星航图咖啡厅预订私人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 

b.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之价格及其组成部分可不时调整。 详情请致电 +852 3510-2000。 

c.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包括的所有购物优惠只适用于会员购买指定商品。 

d. 须于最少 14 日前预订及缴付最低消费金额或 80%出席人数之消费金额，以较高者为准及视乎不适用日子、

餐厅供应情况、容纳量及营运时间而定。会员可致 +852 3510-2000 预订及查询 。 

e. 已预订之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优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产品或折扣优惠。 

g. 「奇妙处处通」会员于入座时须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 

h.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推广优惠或折扣优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奇妙处处通」会员餐饮或商品

优惠)。 

 

4. 购物优惠 

i. 乐园及酒店商品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享指定乐园及酒店商品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

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盘 ) 、奇妙礼

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

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 

d.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e.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 

g.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宝 

a. 金卡会员凡购买 PANDORA 系列珠宝满港币$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优惠; 购买低于港币$2,500，可享 9 折

优惠。 

b.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示其有效个人会

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作核对之用。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i. 周大福珠宝 

a. 金卡会员凡购买周大福珠宝满港币$2,000 或以上，可享港币$100 扣减优惠。 

b. 优惠只适用于美国小镇大街的广场时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宝店。 

c. 优惠只适用于购买一口价货品。 

d. 每位会员于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币$100 折扣优惠，不可累积使用。 

e. 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f. 会员必须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方可享扣减优惠。 

g.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h. 此优惠不可兑换或找续现金、礼券、优惠券、折扣、产品、或其他优惠。 

i. 如有任何争议，周大福保留最终决定。 
 

iv. 「迪士尼处处拍+」及 8R 照片 

a. 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1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b. 金卡会员可以港币$3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c. 金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399 于酒店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 及三张与

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处处拍+」只适用于乐园内由穿着戏服之摄影师 (「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 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

于魔法化妆厅、与迪士尼朋友进餐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尼演艺

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e. 「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只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的翠乐庭餐

厅、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的厨师米奇餐厅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的云龙轩) 由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所拍

摄之照片 ，不适用于乐园内、魔法化妆厅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

尼演艺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f. 8R 月历相片只适用于乐园内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魔法化妆厅或其他摄影服务) 。 

g. 因应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之营运安排，部分乐园之拍照点将没有拍照服务提供。 

h.  已连结「迪士尼处处拍+」之照片可于 30 日内于网上预览、下载及分享，其后照片将不被保存。 

i. 「迪士尼处处拍+」、「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月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款、退换、

转售及作现金使用。使用会员优惠购买和使用「迪士尼处处拍+」及相关产品受限于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关附加条款及细则及刊于网页上之「奇妙处处通」的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v. 学生会员优惠 - 免费换领耳朵帽子 

a. 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内的商品店单笔交易消费净额满港币$300 或以上 ，可换领指定耳朵帽子 

(价值港币 $99 或以下) 。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奇妙揭揭乐、魔法化妆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

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须出示有效个人会员卡及当日收据正本亲身前往乐园及酒店的商品店换领耳朵帽子。 

d.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e.  于指定换领期而未被换领的耳朵帽子将被作废，并不能退款或赔偿。 
 

vi. 学生会员购物优惠 - 迪士尼花束 

a. 金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内的广场时尚店购买指定迪士尼花束(价值港币$500 或以上) 可享港币$100 折

扣。 

b.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c. 使用此优惠购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转售、转让及退换及替代，以兑换现金或换取任何其他产

品。 
 

5. 酒店优惠 

i. 酒店住宿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享有酒店现行定价 85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1 日、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及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此优惠只适用于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后所预订的房间，在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前已预订的

房间不得退款或扣减房间价格。 

d.  此优惠只限会员个人使用，会员须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宾客，并于办理入住手续时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否则本公司将收取房间之现行定价(于入住当时计算)。 

e.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酒店之房间种类，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险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间之现行定价于预订时计算。 

g. 「总费用」包括 : (i) 将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类型、房间之现行定价而定(供应量须

视乎供应情况和优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费; (iii) 费用(i) 及(ii) 项之 10%服务费; 及 (iv) 任何附加项目的额

外费用(「附加项目费用」)。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间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岁或以上的宾客(「额外宾客」) 须缴付每人每晚港币$200 之附加

费（另收 10%服务费）(「附加费」)。 

i. 受限于附加费，每间酒店房间最多可容纳 4 位宾客。每个酒店房间须至少有一位成人宾客入住。 

j. 会员于预订时须为每个预订缴付总费用。 

k. 每位会员于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间，最多可预订 1 间的酒店房间。 

l.  无论任何情况，宾客名称均不能更改。 

m. 会员可于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预订之房间，以下日子须最少 7 天: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19

日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如未能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取消预订或未按预订日期入住

http://www.disneyphotopass.com.hk/


  

 

(no show) ，本公司将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费用及总费用 (ii) 及(iii) 项。更改预订须受供应情况及其他优

惠限制约束，并须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提出。 

n. 此优惠不设佣金。 

o. 此优惠受限于「优惠简介」之条款及细则、酒店一般条款及细则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随时修订的限制。本

公司不会就任何随时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礼遇  

金卡会员可享一系列生日礼遇(「生日礼遇」)。除本公司另有规定外，生日礼遇可于会员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

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自动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金卡会员只能在其相关会籍有效期内的 9 月之任

何一天享有生日礼遇。每位金卡会员在每个会籍有效期内只可享用生日礼遇一次。本公司可随时及不时更改生

日礼遇，并透过「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网页、有关广告、会员通讯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

告和告示牌通知会员。 
 

i. 生日免费入园优惠 

a. 每位金卡会员可于生日当天免费入园。此优惠不受其个人会员卡之不适用日子限制，但受以下条件约束。 

b.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生日日期当天使用，并在该生日日期当天后失效。免费入园优惠不能在金卡会员

生日日期以外的任何日期使用。 

c. 免费入园门票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退换、更换或补发。  

d. 免费入园优惠只供会员本人使用。 

e. 免费入园门票只可于会员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生日日期当天换领。如会员的生日是在其会员卡的适

用入园日子，他/她则可使用个人会员卡入园而并不会获发免费入园门票。 

f. 于乐园正门宾客服务中心领取免费乐园门票及进入乐园时，会员需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

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 
 

ii. 其他生日优惠 

a. 每位金卡会员可获一套生日礼遇优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礼遇发出的电子优惠券 (「电子优惠券」) 可于

会籍有效期内于会员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金卡会员可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的 9 月之

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礼遇。 

b. 会员需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电子优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礼遇。 
 

iii. 晶荷轩或云龙轩晚餐优惠 

a. 金卡会员于晶荷轩或云龙轩惠顾晚餐菜单每满港币$1,000 可享港币$300 折扣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外卖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c. 不论消费总额多少，每位会员在此优惠下的总折扣金额不得超过港币 1,500。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e. 此优惠只可于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优惠每次只适用于晚餐时段供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g. 在计算折扣优惠时，只会计算服务费前及其他消费之餐饮总额。 

h. 此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j.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v. 华特餐厅或芊彩餐厅晚餐优惠 

a. 金卡会员于华特餐厅或芊彩餐厅惠顾晚餐菜单每满港币$1,000 可享港币$300 折扣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外卖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c. 不论消费总额多少，每位会员在此优惠下的此优惠的总折扣金额不得超过港币 1,500。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e. 此优惠只可于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优惠每次只适用于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g. 在计算折扣优惠时，只会考虑不包括服务费和其他费用之餐饮总额。 

h. 此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j.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 买二送一酒店指定生日餐点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于下列指定期间享用以下其中一项适用于其会籍的买二送一餐点优惠一份： 

b. 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晚上 11:59 或之前购买或续会现行金卡会籍可于其现行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

月份享用生日餐点优惠 A; 

c. 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或续会现行金卡会籍及其生日月份为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可于

2022 年之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点优惠 A; 

d. 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或之后购买或续会现行金卡会籍及其生日月份为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可于其

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点优惠 B。 

 

例如: 

1. 如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9 月 1 日购买或续会现时金卡会籍及其生日月份为 2 月，则可于 2023 年生日月份

享用生日餐点优惠 A； 

2. 如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购买或续会现时金卡会籍及而其生日月份为 11 月，则可于 2022 年生日

月份享用生日餐点优惠 A； 

3. 如金卡会员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购买或续会现会籍及而其生日为 2 月，则可于 2023 年生日月份享用生

日餐点优惠 B。 

 

e. 生日餐点优惠 A - 金卡会员可享以下其中一项买二送一优惠: 

1. 在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之米奇厨师餐厅购买两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餐一份;或 

2.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之翠乐庭餐厅购买两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餐一份;或 

3.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云龙轩购买两份相同项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市套餐一份。 
 

f. 生日餐点优惠 B - 金卡会员可享以下其中一项买二送一优惠: 

1. 在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之米奇厨师餐厅购买两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餐一份;或 

2.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芊彩餐厅购买两份相同项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午餐套餐一份;

或 

3.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云龙轩购买两份相同项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晚市套餐一份;或 

4. 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之晶荷轩购买两份相同项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费指定午餐套餐一份。 
 

此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a.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c. 金卡会员须与最少两位付款宾客同行，同行之宾客须与会员于相同餐厅及时段享用相同之指定晚餐或午

餐。 

d. 此优惠不适用于其他食品及饮品。 

e. 只限金卡会员使用其生日礼遇才可获得免费晚餐或午餐。 

f.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g.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  买一送一乐园套餐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于乐园内的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碧林餐厅或笑匠欢坊购买一份套餐可享免费套

餐一份。 
b.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c. 此优惠只适用于与最少一位付款宾客同行之金卡会员，同行之宾客须购买相等或更高价格的套餐。 

d.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i. 酒店下午茶套餐 7 折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享芊彩餐厅下午茶套餐或华特餐厅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礼盒外卖 7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每位会员可以此折扣优惠享用最多两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其他会员餐饮优惠) 。 

e.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f.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ii. 星航图咖啡厅买一送一意大利雪糕新地优惠  



  

 

a. 金卡会员可于星航图咖啡厅享用免费意大利雪糕新地一份。  

b. 此优惠适用于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星航图咖啡厅享用免费意大利雪糕新地一份。 

c.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 

d. 此优惠只适用于金卡会员购买最少一份相等或更高价格的指定意大利雪糕新地。 

e.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x. 生日卡一张 

a. 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可在乐园内的「奇妙处处通」会员服务中心或邻近香港迪士

尼乐园之迪士尼主题酒店前台换领生日卡。 
 

x. 乐园及酒店商品 8 折优惠 

a.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限量版徽章、合作品牌商品 (包

括 H2O+® 系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

盘 )、奇妙礼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

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b. 此优惠只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c.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d.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产品质量因素要办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换，会员必须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

明。 

f.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g.  此优惠只限金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h. 除上文第 D.6.x.e 段另有规定外，以此优惠购买之商品均不得退货及换货。 

 

7. 其他商户优惠 

会员可不时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户提供的优惠，请按此浏览详情。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members/page.html?uuid=8836d1b8781f4265b3bbf59e2f717e46#!/detail


  

 

E. 银卡会员专享 

1. 泊车优惠 

i. 银卡成人，学生及长者会员卡会员可享私家车以正价停泊费减港币$40 或电单车以正价停泊费减港币$15，

受以下条件约束。 

ii. 此泊车优惠只适用于成人，学生及长者会员卡会员，小童会员卡会员并不适用此优惠。 

iii. 泊车优惠可于每日上午 8:30 至关园后 2 小时于乐园停车场停泊一辆私家车或电单车，不适用于其他停车

场，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酒店(「酒店」)之停车场。 

iv. 新会员凭当日发出的个人会员卡及泊车收据可于乐园正门或美国小镇大街的市镇会堂之宾客服务中心享用

此泊车优惠。 

v. 会员在一天内只可享用此泊车优惠一次，每次只适用于一辆汽车。 

vi. 会员须在进入停车场时出示有效的个人会员卡以享用此泊车优惠。如在进入停车场时不能出示有效的个人

会员卡，其后将不获退款。 

vii. 所有进入及使用停车场的车辆及宾客均受此停车场的规则所约束，有关规则已张贴于收费亭旁。 

viii. 本公司可基于停车场容纳量、恶劣天气或特别节目、或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认为情况所需

不时限制对停车场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并毋须退款或作出任何赔偿。 
 

2. 乐园游玩优惠 

i. 免费入园 

a. 银卡会员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凭其个人会员卡入园 5 次或以上，可换领免费乐园门票一张。每位合资格银

卡会员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最多可换领免费乐园门票一张。 

b.  此免费乐园门票只供该合资格银卡会员本人使用，其他人并不能使用。 

c. 合资格银卡会员须于其第 5 次入园后的 30 天内前往乐园正门售票处亲身出示有效个人会员卡换领免费乐园

门票。免费乐园门票不会于换领限期后发出。 

d. 如银卡会员于其现行会籍最后有效日期当日入园(不论有否续会)，当日的入园次数将计算在现行会籍内。 

e. 此免费乐园门票仅于门票发出当日有效（无论当日是否「奇妙处处通」银卡会员不适用日子），其他日子

无效。未有于换领当日使用的免费乐园门票将会无效。 

f. 以免费乐园门票的入园次数并不会计算在『迪士尼「奖赏行」计划』或其他类同的计划。 

g. 会员须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 

h.  本公司所持有的会员合资格入园记录将是最终和决定性的。 

i. 每位合资格银卡会员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最多可换领免费乐园门票不超过一张。 
 

3. 餐饮优惠 

i. 一般餐饮优惠 

a. 银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指定餐饮可享 87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a.  酒店餐饮 

1.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优惠不适用于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之海风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之星航图咖啡厅及梦想家小

店或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之好莱坞快餐店。 

3. 酒店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房间餐饮服务及菜单以外之菜式。 

4. 请致电+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 或 +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 +852 3510-

5000 (迪士尼好莱坞酒店) 预先订座。 

 

b. 乐园快餐服务餐厅 

1. 此优惠适用于乐园内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或碧林餐厅之套餐菜式。 

2. 乐园餐饮优惠适用于笑匠欢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选择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ii. 大冒险家餐厅优惠 

a. 银卡会员于乐园内大冒险家餐厅可享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优惠 

a. 银卡会员于广场饭店，由翠园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优惠。 

 

iv. 户外小食亭学生会员套餐优惠 



  

 

a. 银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于平日 (公众假期除外) 于乐园内之指定户外小食亭购买指定小食套餐可享港币$15 折

扣优惠。 
 

v. 大街饼店优惠 

a. 银卡会员于大街饼店可享 9 折优惠。 

 

vi. 一般餐饮优惠条款及细则  

a. 餐饮优惠每只适用于会员及最多七位其他宾客。 

b. 本公司保留有关任何餐饮服务之价钱及各餐厅的营业时间之决定权。 

c.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d. 每位会员于每个餐饮时段内只可享用餐饮优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费、前菜费，加一服务费须以原价计算。 

f. 餐饮优惠不适用于推广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时指定的不适用产品。 
 

vii. 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 

a. 银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格于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星航图咖啡厅预订私人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 

b.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之价格及其组成部分可不时调整。 详情请致电 +852 3510-2000。 

c. 庆祝盛会欢聚之选套餐包括的所有购物优惠只适用于会员购买指定商品。 

d. 须于最少 14 日前预订及缴付最低消费金额或 80%出席人数之消费金额，以较高者为准及视乎不适用日子、

餐厅供应情况、容纳量及营运时间而定。会员可致 +852 3510-2000 预订及查询 。 

e. 已预订之迪士尼私人庆祝盛会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优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产品或折扣优惠。 

g. 「奇妙处处通」会员于入座时须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 

h.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优惠、推广优惠或折扣优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奇妙处处通」会员餐饮或商品

优惠)。 

 

4. 购物优惠 

i. 乐园及酒店商品优惠 

a. 银卡会员可享指定乐园及酒店商品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

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盘 ) 、奇妙礼

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

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 

d.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e.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 

g.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宝 

a. 银卡会员凡购买 PANDORA 系列珠宝满港币$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优惠; 购买低于港币$2,500，可享 9 折

优惠。 

b.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后出售之商品受退货条件约束，该条款印于货品收据上。会员于退货或换货时须示其有效个人会

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明作核对之用。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iii. 周大福珠宝 

a. 银卡会员凡购买周大福珠宝满港币$2,000 或以上，可享港币$100 扣减优惠。 

b. 优惠只适用于美国小镇大街的广场时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宝店。 

c. 优惠只适用于购买一口价货品。 



  

 

d. 每位会员于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币$100 折扣优惠，不可累积使用。 

e. 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f. 会员必须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方可享扣减优惠。 

g.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持有个人会员卡之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h. 此优惠不可兑换或找续现金、礼券、优惠券、折扣、产品、或其他优惠。 

i. 如有任何争议，周大福保留最终决定。 
 

iv. 「迪士尼处处拍+」及 8R 照片 

a. 银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1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b. 银卡会员可以港币$399 于乐园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两张 8R 照片及一张 8R 月历相片。 

c. 银卡会员可以优惠价港币$399 于酒店购买组合包括一张「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 及三张与

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处处拍+」只适用于乐园内由穿着戏服之摄影师 (「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 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

于魔法化妆厅、与迪士尼朋友进餐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尼演艺

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e. 「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只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内的翠乐庭餐

厅、迪士尼好莱坞酒店内的厨师米奇餐厅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内的云龙轩) 由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所拍

摄之照片 ，不适用于乐园内、魔法化妆厅及其他需要收费之摄影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迪士尼毕业庆典、迪士

尼演艺日及其他特别活动日之摄影服务)。 

f. 8R 月历相片只适用于乐园内所拍摄之照片(不适用于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魔法化妆厅或其他摄影服务) 。 

g. 因应迪士尼处处拍摄影师之营运安排，部分乐园之拍照点将没有拍照服务提供。 

h.  已连结「迪士尼处处拍+」之照片可于 30 日内于网上预览、下载及分享，其后照片将不被保存。 

i. 「迪士尼处处拍+」、「迪士尼处处拍+」 (与迪士尼朋友进餐) 、8R 月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款、退换、

转售及作现金使用。使用会员优惠购买和使用「迪士尼处处拍+」及相关产品受限于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关附加条款及细则及刊于网页上之「奇妙处处通」的条款及细则所约束。 

 

 

v. 学生会员优惠 - 免费换领耳朵帽子 

a. 银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及酒店内的商品店单笔交易消费净额满港币$300 或以上 ，可换领指定耳朵帽子 

(价值港币 $99 或以下) 。 

b. 此优惠不适用于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奇妙揭揭乐、魔法化妆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

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c. 银卡学生会员卡会员须出示有效个人会员卡及当日收据正本亲身前往乐园及酒店的商品店换领耳朵帽子。 

d.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e.  于指定换领期而未被换领的耳朵帽子将被作废，并不能退款或赔偿。 
 

vi. 学生会员购物优惠 - 迪士尼花束 

a. 银卡学生会员卡会员于乐园内的广场时尚店购买指定迪士尼花束(价值港币$500 或以上) 可享港币$100 折

扣。 

b. 此优惠只可于每个会籍有效期内使用一次。 

c. 使用此优惠购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转售、转让及退换及替代，以兑换现金或换取任何其他产

品。 
 

5. 酒店优惠 

i. 酒店住宿优惠 

a. 银卡会员可享有酒店现行定价 9 折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1 日、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及 12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此优惠只适用于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后所预订的房间，在发出「奇妙处处通」会员卡前已预订的

房间不得退款或扣减房间价格。 

d.  此优惠只限会员个人使用，会员须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宾客，并于办理入住手续时出示其有效个人

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否则本公司将收取房间之现行定价(于入住当时计算)。 

e. 此优惠适用于所有酒店之房间种类，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险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间之现行定价于预订时计算。 

http://www.disneyphotopass.com.hk/


  

 

g. 「总费用」包括 : (i) 将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类型、房间之现行定价而定(供应量须

视乎供应情况和优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费; (iii) 费用(i) 及(ii) 项之 10%服务费; 及 (iv) 任何附加项目的额

外费用(「附加项目费用」)。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间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岁或以上的宾客(「额外宾客」) 须缴付每人每晚港币$200 之附加

费（另收 10%服务费）(「附加费」)。 

i. 受限于附加费，每间酒店房间最多可容纳 4 位宾客。每个酒店房间须至少有一位成人宾客入住。 

j. 会员于预订时须为每个预订缴付总费用。 

k. 每位会员于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间，最多可预订 1 间的酒店房间。 

l.  无论任何情况，宾客名称均不能更改。 

m. 会员可于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预订之房间，以下日子须最少 7 天: 2023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19

日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如未能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取消预订或未按预订日期入住

(no show) ，本公司将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费用及总费用 (ii) 及(iii) 项。更改预订须受供应情况及其他优

惠限制约束，并须于本段所述之规定日期前提出。 

n. 此优惠不设佣金。 

o. 此优惠受限于「优惠简介」之条款及细则、酒店一般条款及细则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随时修订的限制。本

公司不会就任何随时修订的条款及细则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礼遇  

银卡会员可享一系列生日礼遇(「生日礼遇」)。除本公司另有规定外，生日礼遇可于会员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

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自动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银卡会员只能在其相关会籍有效期内的 9 月之任

何一天享有生日礼遇。每位银卡会员在每个会籍有效期内只可享用生日礼遇一次。本公司可随时及不时更改生

日礼遇，并透过「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网页、有关广告、会员通讯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

告和告示牌通知会员。 
 

i. 生日免费入园优惠 

a. 每位银卡会员可于生日当天免费入园。此优惠不受其个人会员卡之不适用日子限制，但受以下条件约束。 

b. 免费入园优惠不能在银卡会员生日日期以外的任何日期使用，而所发出的免费入园门票亦不能以任何理由

退换、更换或补发。  

c. 免费入园优惠只供会员本人使用。 

d. 免费入园门票只可于会员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生日日期当天换领。如会员的生日是在其个人会员卡

的适用入园日子，他/她则可使用其卡入园而并不会获发免费入园门票。 

e. 于乐园正门宾客服务中心领取免费乐园门票及进入乐园时，会员需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

的个人身份证明以供核实。  

 

ii. 其他生日优惠 

a. 每位银卡会员可获一套生日礼遇优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礼遇发出的电子优惠券 (「电子优惠券」) 可于会籍

有效期内于会员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银卡会员可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的 9 月之任何一天

享有生日礼遇。 

b. 会员需出示其有效的个人会员卡及电子优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礼遇。 
 

iii. 买一送一乐园套餐优惠  

a. 银卡会员于在乐园内的皇室宴会厅、火箭餐厅、彗星餐厅、碧林餐厅或笑匠欢宴坊购买一份套餐可享免费

套餐一份。 

b.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任何会员餐饮优惠)。 

c. 每位银卡会员须与最少一位付款宾客同行享用同款或较高消费的套餐。 

d.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之所有星期五、六、日、公众假期及

公众假期前夕。 

e. 此优惠只限银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iv. 买二送一酒店指定晚餐或午餐优惠 

a. 银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的星期一至四在迪士尼好莱坞酒店之米奇厨师餐厅享用指定

晚餐或于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云龙轩享用指定晚市套餐或于香港迪士尼乐园酒店之晶荷轩享用指定午

市套餐可享买二送一优惠。 

b.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包括 2023 年内所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公众假期及

公众假期前夕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此优惠不可与其他餐饮折扣优惠同时使用(包括其他会员餐饮优惠) 。 



  

 

d. 银卡会员须与最少两位付款之宾客同行，同行之宾客须与会员于相同餐厅及时段享用相同之指定晚餐或指

定晚市或午市套餐。 
e. 此优惠不适用于其他食品及饮品。 
f. 只限银卡会员使用其生日礼遇才可获得免费晚餐或午餐。 
g.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h. 此优惠只限银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 酒店下午茶套餐 7 折优惠 

a. 银卡会员可享芊彩餐厅下午茶套餐或华特餐厅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礼盒外卖 7 折优惠，受以下条件约束。  

b. 会员可以此折扣优惠享用最多两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c. 此优惠不适用于本公司不时决定之不适用日子，不适用日子包括但不限于 2023 年内所有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日、公众假期及公众假期前夕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d.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包括其他会员餐饮优惠) 。 

e. 加一服务费以原价计算。 

f. 此优惠只限银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vi. 乐园及酒店商品 8 折优惠 

a.  此优惠不适用于购买照片、摄影服务、周大福珠宝、PANDORA 系列珠宝、限量版徽章、合作品牌商品 (包

括 H2O+® 系列、乐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产品（例如便利品、药物）、影音产品 ( 例如数码光

盘 )、奇妙礼品包、个人化服务、魔法化妆厅内之消费、于网上，或于乐园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

预订、预购或购买的商品、奇妙揭揭乐及本公司不时指定的产品。 

b. 此优惠只适用于所有乐园、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乐园奇妙店(于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内)。 

c. 购买商品须视乎本公司不时在有关的广告及/或在销售或服务地点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布适用于该优惠之

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购买任何产品的优惠数量、类型、价值及其他优惠功能或资格）。 

d. 此优惠只适用于由会员亲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产品质量因素要办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换，会员必须出示其有效个人会员卡及本公司指定之个人身份证

明。 

f. 此优惠不得与其他推广活动或折扣优惠一并使用。 

g. 此优惠只限银卡会员于其相关会籍的有效期内之生日月份使用，并在该生日月份后失效。 

h. 除上文第 E.6.vi.e 段另有规定外，以此优惠购买之商品均不得退货及换货。 

 

7. 其他商户优惠 

会员可不时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户提供的优惠，请按此浏览详情。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members/page.html?uuid=8836d1b8781f4265b3bbf59e2f717e46#!/detail


  

 

F. 「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一般事项 

 

1.  会员优惠的提供及使用须受第 3.3 段、5 段及奇妙处处通条款及细则」的其他规定所约束，请按此连结浏览相关之

条款及细则: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terms-conditions/。 

2. 进入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度假区」) 及使用其设施均受限「于 (i) 此等条款及细则，(ii) 于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ticket-general-terms-conditions/上之「一般条款及细则」， (iii) 于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上之适用在相关地点或设施之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乐园之规则及酒店规则与条例）， 

(iv) 在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guest-services/health-and-safety/上之最新要求，及 (v)本公司自行酌情决定而不

作事先或另行通知的所有其他要求、限制及更改。本公司可不时，而不作事先通知及退款或赔偿，(a) 制定或修改乐

园全部或其任何部分应遵守的规则，(b) 更改或调整乐园、地点、游乐设施、商店、餐厅、设施或活动设施的进入要

求及营运模式(包括但不限于营运时间)，(c) 于任何时段关闭或调整度假区或其任何部分运作, (d) 限制进入乐园或其

任何部分的人士之数目、类别或资格, (e) 暂停或取消任何游乐设施、设施、活动设施或娱乐或营销项目、优惠或活

动，及/或 (f) 设定购买任何产品的限额或使用任何服务或设施，在任何一情况下因容量、恶劣天气、特别活动等原

因，以确保安全、健康、保安或秩序，或符合法例要求，或如本公司认为该情况有如此要求。 

3.  以电子优惠券形式发送给会员的优惠将与会员当时所持有的个人个人会员卡相连，并不能转移至任何其个人会员卡

(即使有关个人会员卡属于同一会员) 。 

4. 此优惠乃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法律所提供。 

5. 此优惠祇适用于合资格宾客亲身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换取，并受其条款及细则所约束。本公司并不对此优惠于其他地

区之合适性或是否有所提供作出任何陈述。此外，假若此优惠之参与于某区域被禁止或视为违法，此优惠将被视为

无效。参与此优惠之人仕均为自发性参与，并须负责遵守当地法律，如适用及以该等法律范围为限。 

6. 本公司拥有对此等条款及细则最终之解释权。 

7. 如有任何争议，本公司保留就争议及与此推广活动有关任何问题之最终决定权。 

8.  本公司有权修订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或更改、终止或暂停此项优惠而不作事先通知。 

9.  以上「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以英文及其他语文编写，其他语文本及英文本如有歧异或矛盾，概以英文本为

准。 

10. 此等「奇妙处处通优惠条款及细则」构成本公司与使用会籍或任何会籍优惠的人士之间的协议。任何不属于该协议

的立约方的人士于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不享有任何权利强制执行该协议任何条款。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terms-conditions/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ticket-general-terms-conditions/
http://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guest-services/health-and-saf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