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  

 

概覽 

購買及使用「奇妙處處通」會籍或會員優惠之前，請仔細閱讀「奇妙處處通條款及細則」及此等「奇妙處處

通優惠條款及細則」。 持有或使用「奇妙處處通」會籍或會員優惠，即表示您接受下文所有的條款及細則且

受這些條款及細則的約束。 

 

A. 重要事項 (適用於所有會員) 

B. 所有會員專享 

C. 白金卡會員專享 

D. 金卡會員專享 

E. 銀卡會員專享 

F.  「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一般事項 (適用於所有會員) 

 

「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及「奇妙處處通」優惠頁面之間如有歧異或矛盾，概以此等「奇妙處處通優

惠條款及細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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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重要事項 

1. 除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本公司」)另有註明外，於「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中之「奇

妙處處通」優惠適用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及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發出的有效個人會員卡之

「奇妙處處通」會員(「會員」)  在現行會籍(「定義見下文 第 A.4 段」) 之有效期内使用，受限於會籍

級別及此等「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除「奇妙處處通條款及細則」另有規定外，「會籍有效

期」是指個人「奇妙處處通」個人會員卡發卡日或續期日起計一年的期限，並受「奇妙處處通條款及

細則」及第 A.4 段之此等「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會員理解並同意此等「奇妙處處

通」優惠並没有暗示或保證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後發出或續期之「奇妙處處通」會籍可享任何優

惠，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決定權。 

2. 優惠受限於 (i) 有關優惠或相關產品或服務的有效期及不適用日期；(ii) 有關優惠或相關產品或服務的

供應情況； (iii) 有關遊樂設施、設施或地點的營業時間、入場要求及容納量； (iv) 可能限制分配給

「奇妙處處通」會員計劃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和其他優惠功能，或視乎供應情況，可能限制獲提

供優惠的會員的數量或資格的控制措施 (例如，某些優惠及功能可能有限地向一部分特選會員組別提

供) (該等限制統稱為 (「優惠限制」) ；及 (v) 本公司可不時在「奇妙處處通條款及細則」、「奇妙處

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或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官方網頁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網頁」) 、有

關廣告、會員通訊、遊樂設施、設施和/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告和告示牌中公布其他適用之條

款及細則。會員確認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及不時釐定或更改本第 2 段所述之任何事項，而毋須另

行通知。 

3. 本公司並非為其他商戶提供之產品及/或服務之供應商（統稱「其他商戶優惠」），而該等其他商戶並

不代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機構或作為其代理提供其他商戶優惠。本公司並不會對其他商戶優惠作出

任何申述或保證。在適用法律許可的最大範圍內，本公司恕不承擔會員或任何其他人因其他商戶優惠

引致或與之相關的任何損失、成本、費用、收費、稅項、損壞、申索、索求、法律程序、訴訟、義務

或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任何性質的傷害、損壞、損失或費用）負責。本公司恕不負責解決因任何其他

商戶優惠引起的任何爭議。其他商戶優惠的提供和使用可能受其供應商所定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4. 會員必須於領取此優惠時親身出示其印有姓名及照片的有效會員卡(「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於領取

優惠時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方可享有優惠。賓客如在網上購買「奇妙處處通」，須攜同由本公司所發

出的確認電子郵件前往香港迪士尼樂園(「樂園」)正門售票處換領「奇妙處處通」個人會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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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會員專享 

1. 禮物 

會員專享的頸繩一條。 

 

2. 『迪士尼「獎賞行」計劃』 

i. 在『迪士尼「獎賞行」計劃』(「獎賞行計劃」) 下及受此條款及細則約束，持有有效個人會員卡

的會員於獎賞行時段達到指定次數之合資格入園到樂園後可獲贈指定獎賞行禮品。 

ii. 一個「獎賞行時段」是根據會員現時持有的個人會員卡所顯示之有效日期前 12 個月(或本公司可

能不時公佈的更長時期)至該有效日期的期間(下列所述的續會情況除外)。僅作為說明﹕如於會員

現有的個人會員卡上之有效日期為 2024 年 1 月 1 日，其獎賞行時段會是由 2023 年 1 月 1 日開始至

2024 年 1 月 1 日。為此計劃的目的，在現行獎賞行時段結束前續會並不會重設現行獎賞行時段的

開始和結束日期或累積的合資格入園次數，儘管其「奇妙處處通」新會員上的有效日期已被更

新。僅作為說明﹕如果會員提前在 2023 年 12 月 12 日為其於 2024 年 1 月 1 日到期的現有會員到期

日之前會籍續會，則其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期間的合資格入園仍然會計算入現行

的獎賞行時段，而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 日期間的合資格入園次數將會計算入另一個

新的獎賞行時段。 

iii. 所有會員達到「獎賞行」計劃的所有要求（「入園目標次數」）可獲得指定「獎賞行」禮品

（「獎賞行獎賞行禮品」）: (a) 第一個入園目標次數﹕ 會員於獎賞行時段開始的 3 個月內累積 3

次合資格入園可獲此計劃的指定徽章一個; (b) 第二個入園目標次數﹕ 會員於一個獎賞行時段累積

10 次或更多合資格入園可獲此計劃的指定獎牌一個。 

iv. 「合資格入園」指由本公司根據會員使用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由樂園正門進入樂園的入園記錄。

以當日有效之樂園門票升級為個人會員卡亦會計算為一次合資格入園記錄。以其他方式入園或升

級的記錄將不會被視為此計劃的合資格入園。每天不多於一次合資格入園記錄被計算（包括但不

限於同日多次進入樂園）。本公司所持有的合資格入園記錄將是最終和決定性的。 

v. 會員於獎賞行時段累積的合資格入園次數不能帶往下一個獎賞行時段、記入、轉移到任何其他獎

賞行時段或任何其他會員。 

vi. 在達到指定入園目標次數後，每位會員可於現行獎賞行時段結束前親身到樂園內的「奇妙處處

通」會員服務中心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以領取獎賞行禮品。 

vii. 本公司沒有義務發送領取獎賞行禮品的任何通知，或回答任何會員累積的合資格入園次數的查

詢。未在相關獎賞行期間內領取的獎賞行禮品將會在沒有通知或補償的情況下被取消。 

viii. 每位會員有權在有關獎賞行期間內領取不超過一個徽章枚及一個獎牌。 

ix. 不同款式的獎賞行禮品有可能在獎賞行計劃過程中發出，並按供應情況而定。發佈有關獎賞行禮

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於設計、類型、零售價及適用數量）僅供參考。本公司保留決定和更改發

出的獎賞行禮品款式的權利，並有絕對酌情決定權。 

x. 於此計劃所獲得的獎賞行禮品不能用作轉售、轉讓、退款，或作全部或部份換取現金或其他獎賞

行禮品。 

 

 

 

 

 

 

 

 

 

 



  

 

C. 白金卡會員專享 

1. 泊車優惠 

i. 此泊車優惠只適用於成人，學生及長者會員卡會員，小童卡會員並不適用此優惠。 

ii. 泊車優惠可於每日上午 8:30 至關園後 2 小時於樂園停車場停泊一輛私家車或電單車，不適用於其

他停車場，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酒店(「酒店」) 之停車場。 

iii. 新會員憑當日發出的個人會員卡及泊車收據可於樂園正門或美國小鎮大街的市鎮會堂之賓客服務

中心享用此泊車優惠。 

iv. 會員在一天內只可享用此泊車優惠一次，每次只適用於一輛汽車。 

v. 會員須在進入停車場時出示有效的個人會員卡以享用此泊車優惠。如在進入停車場時不能出示有

效的個人會員卡，其後將不獲退款。 

vi. 所有進入及使用停車場的車輛及賓客均受此停車場的規則所約束，有關規則已張貼於收費亭旁。 

vii. 本公司可基於停車場容納量、惡劣天氣或特別節目、或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認為

情況所需不時限制對停車場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並毋須退款或作出任何賠償。 

 

2. 樂園遊玩優惠 

i. 嬰兒車出租服務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樂園內租用嬰兒車可享正價五折優惠。受限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及刊於網頁上的嬰兒車出租服務詳情及其條款及細則約束。 

 

ii. 指定泊車處 

a. 白金卡成人、學生及長者會員卡會員可於樂園停車場內指定泊車處停泊車輛。 

b. 此優惠受上文第 C.1 段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 

 

iii. 尊享樂園入口處 

a. 白金卡會員可於指定之樂園入口處接受保安檢查及進入樂園。  

b. 所有人士(包括會員及同行賓客)、手提包、衣著、包裹及其他物品均可能需在樂園入口處及樂園內

接受篩查/保安檢查。 

 

iv. 免費行李寄存服務 

a. 白金卡會員可在迎樂路(近港鐵迪士尼站)之行李寄存服務點享免費行李寄存服務，每日最多可免費

寄存一件行李。 

b. 此優惠受行李寄存服務地點及行李寄存憑證所列的行李寄存服務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v. 《獅子王慶典》優先入座 

a.  白金卡會員於每場演出，可與最多 3 位同行賓客獲優先預留座位觀賞「獅子王慶典」。 

b. 會員及其賓客須在劇場演出前 20 分鐘到達演出場地入口，並須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 

c. 未能與會員一同入場的賓客將不享有優先入座。 

 

vi. 樂園門票折扣優惠 

白金卡會員購買香港迪士尼樂園以下樂園門票可享 9 折優惠。  

a. 1 日標準門票 (普通日子) ； 

b. 1 日小童門票 (普通日子) ； 

c. 1 日標準門票 (特定日子) ； 

d. 1 日小童門票 (特定日子) ； 

e. 1 日標準門票 (特定高峰日子) ；及 

f. 1 日小童門票 (特定高峰日子) 。 

1. 每位白金卡會員在每個會籍有效期內只可使用此優惠購買最多 6 張門票。 

2. 此優惠只限於樂園正門售票處購買。 

3. 此優惠只於購買當日有效。未有於購買當日使用之優惠門票將作廢。 



  

 

vii. 「奇妙處處通」專享熱線 

a. 白金卡會員可於上午 9:00 至晚上 8:00 致電酒店房間及餐飲服務熱線  +852 1-830-888。 

 

3. 餐飲優惠： 

i. 一般餐飲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指定餐飲可享 75 折優惠，受以下條件約束。 

 

a.  酒店餐飲 

1.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優惠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之海風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之星航圖咖啡廳及

夢想家小店或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之好萊塢快餐店。 

3. 酒店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房間餐飲服務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4. 請致電+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或+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852 

3510-5000 (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預先訂座。 

 

b. 樂園快餐服務餐廳 

1. 此優惠適用於樂園內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或碧林餐廳之套餐菜式。 

2. 樂園餐飲優惠適用於笑匠歡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選擇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i. 大冒險家餐廳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樂園內大冒險家餐廳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優惠。 

 

iv. 戶外小食亭學生會員套餐優惠 

a. 白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平日 (公眾假期除外) 於樂園內之指定戶外小食亭購買指定小食套餐可享

港幣$15 折扣優惠。 

 

v. 大街餅店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大街餅店可享 8 折優惠。 

 

vi. 一般餐飲優惠條款及細則  

a. 餐飲優惠每次只適用於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b. 本公司保留有關任何餐飲服務之價錢及各餐廳的營業時間之決定權。 

c.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d. 每位會員於每個餐飲時段內只可享用餐飲優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費、前菜費，加一服務費須以原價計算。 

f. 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vii. 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 

a. 白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格於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星航圖咖啡廳預訂私人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

餐。 

b.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之價格及其組成部分可不時調整。 詳情請致電 +852 3510-2000。 

c.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包括的所有購物優惠只適用於會員購買指定商品。 

d. 須於最少 14 日前預訂及繳付最低消費金額或 80%出席人數之消費金額，以較高者為準及視乎不適

用日子、餐廳供應情況、容納量及營運時間而定。會員可致 +852 3510-2000 預訂及查詢 。 

e. 已預訂之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優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兌換現金，或換取其他產品或折扣優惠。 

g. 「奇妙處處通」會員於入座時須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 

h.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推廣優惠或折扣優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奇妙處處通」會員餐

飲或商品優惠)。 

 

4. 購物優惠 

i. 樂園及酒店商品優惠 

a. 白金卡會員可享指定樂園及酒店商品 8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物）、影音產品 ( 例

如數碼光碟 )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

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 

d.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 (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e.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 

g.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寶 

a. 白金卡會員凡購買 PANDORA 系列珠寶滿港幣$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優惠; 購買低於港幣

$2,500，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示其有

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作核對之用。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i. 周大福珠寶 

a. 白金卡會員凡購買周大福珠寶滿港幣$2,000 或以上，可享港幣$100 扣減優惠。 

b. 優惠只適用於美國小鎮大街的廣場時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寶店。 

c. 優惠只適用於購買一口價貨品。 

d. 每位會員於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幣$100 折扣優惠，不可累積使用。 

e. 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f. 會員必須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方可享扣減優惠。 

g.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h. 此優惠不可兌換或找續現金、禮券、優惠券、折扣、產品、或其他優惠。 

i. 如有任何爭議，周大福保留最終決定。 

 

iv. 「迪士尼處處拍+」及 8R 照片 

a. 白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1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曆相片。 

b. 白金卡會員可以港幣$3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曆相片。 

c. 白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399 於酒店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

餐 ) 及三張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處處拍+」只適用於樂園內由穿著戲服之攝影師 (「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 所拍攝之照

片，不適用於魔法化妝廳、與迪士尼朋友進餐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迪士尼畢

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e. 「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只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的翠

樂庭餐廳、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的廚師米奇餐廳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的雲龍軒) 由迪士尼處

處拍攝影師所拍攝之照片 ，不適用於樂園內、魔法化妝廳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

限於迪士尼畢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f. 8R 月曆相片只適用於樂園內所拍攝之照片(不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魔法化妝廳或其他攝影

服務) 。 

g. 因應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之營運安排，部分樂園之拍照點將沒有拍照服務提供。 

h.  已連結「迪士尼處處拍+」之照片可於 30 日內於網上預覽、下載及分享，其後照片將不被保存。 

i. 「迪士尼處處拍+」、「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月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

款、退換、轉售及作現金使用。使用會員優惠購買和使用「迪士尼處處拍+」及相關產品受限於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關附加條款及細則及刊於網頁上之「奇妙處處通」的條款及細

則所約束。 

 

v. 學生會員優惠 - 免費換領耳朵帽子 

a. 白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內的商品店單筆交易消費淨額滿港幣$300 或以上 ，可換領指

定耳朵帽子 (價值港幣 $99 或以下) 。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奇妙揭揭樂、魔法化妝廳之消費、於網上，

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白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須出示有效個人會員卡及當日收據正本親身前往樂園及酒店的商品店換領

耳朵帽子。 

d.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e.  於指定換領期而未被換領的耳朵帽子將被作廢，並不能退款或賠償。 

 

vi. 學生會員購物優惠 - 迪士尼花束 

a. 白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內的廣場時尚店購買指定迪士尼花束(價值港幣$500 或以上) 可享港

幣$100 折扣。 

b.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c. 使用此優惠購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轉售、轉讓及退換及替代，以兌換現金或換取任何

其他產品。 

 

5. 酒店優惠 

i. 酒店住宿優惠 

a. 白金卡會員可享有酒店現行定價 8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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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優惠只適用於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後所預訂的房間，在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前

已預訂的房間不得退款或扣減房間價格。 

d.  此優惠只限會員個人使用，會員須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賓客，並於辦理入住手續時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否則本公司將收取房間之現行定價

(於入住當時計算)。 

e.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酒店之房間種類，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險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間之現行定價於預訂時計算。 

g. 「總費用」包括 : (i) 將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類型、房間之現行定價而定

(供應量須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費; (iii) 費用(i) 及(ii) 項之 10%服務費; 及 (iv) 

任何附加項目的額外費用(「附加項目費用」) 。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間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歲或以上的賓客(「額外賓客」) 須繳付每人每晚港幣

$200 之附加費（另收 10%服務費）(「附加費」)。 

i. 受限於附加費，每間酒店房間最多可容納 4 位賓客。每個酒店房間須至少有一位成人賓客入

住。 

j. 會員於預訂時須為每個預訂繳付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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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每位會員於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間，最多可預訂 1 間的酒店房間。 

l.  無論任何情況，賓客名稱均不能更改。 

m. 會員可於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預訂之房間，以下日子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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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取消預訂或未

按預訂日期入住(no show) ，本公司將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費用及總費用 (ii) 及(iii) 項。更改預

訂須受供應情況及其他優惠限制約束，並須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提出。 

n. 此優惠不設佣金。 

o. 此優惠受限於「優惠簡介」之條款及細則、酒店一般條款及細則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隨時修訂的

限制。本公司不會就任何隨時修訂的條款及細則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禮遇  

白金卡會員可享一系列生日禮遇(「生日禮遇」)。除本公司另有規定外，生日禮遇可於會員相關會籍

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自動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白金卡會員只能在其相

關會籍有效期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每位白金卡會員在每個會籍有效期內只可享用生日

禮遇一次。本公司可隨時及不時更改生日禮遇，並透過「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網頁、有關

廣告、會員通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告和告示牌通知會員。 

 

i. 其他生日優惠 

a. 每位白金卡會員可獲一套生日禮遇優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禮遇發出的電子優惠券 (「電子優惠

券」) 可於會籍有效期內於會員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白金卡會員可於其相關會

籍的有效期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 

b. 會員需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電子優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禮遇。 

 

ii. 晶荷軒或雲龍軒晚餐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晶荷軒或雲龍軒餐廳惠顧晚餐菜單每滿港幣$1,000 可享港幣$300 折扣優惠，受以

下條件約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c. 不論消費總額多少，每位會員在此優惠下的總折扣金額不得超過港幣$1,500。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e. 此優惠只可於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優惠每次只適用於晚餐時段供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g. 在計算折扣優惠時，只會計算服務費前及其他消費之餐飲總額。 

h. 此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j.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ii. 華特餐廳或芊彩餐廳晚餐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華特餐廳或芊彩餐廳惠顧晚餐菜單每滿港幣$1,000 可享港幣$300 折扣優惠，受以

下條件約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c. 不論消費總額多少，每位會員在此優惠下的總折扣金額不得超過港幣$1,500。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e. 此優惠只可於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優惠每次只適用於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g. 在計算折扣優惠時，只會計算服務費前及其他消費之餐飲總額。 

h. 此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j.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v. 買一送一樂園套餐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樂園內的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碧林餐廳或笑匠歡宴坊購買一份套

餐可享免費套餐一份。 

b.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c. 此優惠只適用於白金卡會員與最少一位付款賓客同行購買相等或更高價格的套餐。 

d.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 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或大街餐廳由 Coca-Cola®呈獻買一送一飲品優惠   

a.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每位白金卡會員須與最少一位付款賓客同行享用同款或較高消費的飲品。 

c.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廣場飯店，由翠園

及茶茶居主理之會員 9 折餐飲優惠除外）。 

d.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e.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 買一送一酒店指定晚餐或午餐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可享以下買一送一優惠: 

b. 在迪士尼好萊塢酒店之米奇廚師餐廳購買一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餐一份;或 

c. 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之翠樂庭餐廳購買一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餐一份;或 

d.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雲龍軒購買一份相同項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市套餐一

份;或 

e. 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之晶荷軒購買一份相同項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午餐套餐一

份。 

 

此優惠受以下條件約束:  

a.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c. 白金卡會員須與最少一位付款賓客同行，同行之賓客須與會員於相同餐廳及時段享用相同之指定

晚餐或午餐。 

d. 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食品及飲品。 

e. 只限白金卡會員使用其生日禮遇才可獲得免費晚餐或午餐。 

f.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g.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i. 免費生日蛋糕(1 磅)   

a. 白金卡會員可於翠樂庭餐廳、米奇廚師餐廳、晶荷軒或雲龍軒晚餐時段享用免費生日蛋糕一個，

受以下條件約束。 

b. 每位白金卡會員須與最少一位付款之賓客同行，同行之賓客須與會員於相同餐廳及時段享用相同

之指定晚餐或指定晚市套餐。 

c. 須於 48 小時前預訂並視乎供應情況而定。 

d. 只限圓形蛋糕，不包括生日禮品包。 

e.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ii. 酒店下午茶套餐 5 折優惠 

a. 白金卡會員於芊彩餐廳下午茶套餐或華特餐廳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禮盒外賣可享 5 折優惠，受以

下條件約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每位會員可以此折扣優惠享用最多兩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其他會員餐飲優惠) 。 



  

 

e.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f.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x. 生日卡一張 

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可在樂園內的「奇妙處處通」會員服務中心或鄰

近香港迪士尼樂園之迪士尼主題酒店前台換領生日卡一張。 

 

x. 樂園及酒店商品 7 折優惠 

a.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限量版徽章、合作品

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

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

物）、影音產品 ( 例如數碼光碟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

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

的產品。 

b. 此優惠只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c.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d.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產品質量因素要辦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換，會員必須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

人身份証明。 

f.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g.  此優惠只限白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h.  除上文第 C.6.x.e 段另有規定外，以此優惠購買之商品均不得退貨及換貨。 

 

7. 其他商戶優惠 

會員可不時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戶提供的優惠，請按此瀏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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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金卡會員專享： 

1. 泊車優惠 

i. 金卡成人、學生及長者個人會員卡會員在現行會籍之有效期内可享 24 次免費泊車，額外私家車泊

車正價減港幣$40，摩托車泊車正價減港幣$15，受以下條件約束。 

ii. 此泊車優惠只適用於成人，學生及長者會員卡會員，小童會員卡會員並不適用此優惠。 

iii. 泊車優惠可於每日上午 8:30 至關園後 2 小時於樂園停車場停泊一輛私家車或電單車，不適用於其

他停車場，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酒店(「酒店」)之停車場。 

iv. 新會員憑當日發出的個人會員卡及泊車收據可於樂園正門或美國小鎮大街的市鎮會堂之賓客服務

中心享用此泊車優惠。 

v. 會員在一天內只可享用此泊車優惠一次，每次只適用於一輛汽車。 

vi. 會員須在進入停車場時出示有效的個人會員卡以享用此泊車優惠。如在進入停車場時不能出示有

效的個人會員卡，其後將不獲退款。 

vii. 所有進入及使用停車場的車輛及賓客均受此停車場的規則所約束，有關規則已張貼於收費亭旁。 

viii. 本公司可基於停車場容納量、惡劣天氣或特別節目、或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認為

情況所需不時限制對停車場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並毋須退款或作出任何賠償。 

 

2. 樂園遊玩優惠 

i. 嬰兒車出租服務優惠 

金卡會員於樂園內租用嬰兒車可享正價五折優惠。受限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 2023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5 日)及刊於網頁上的嬰兒車出租服務詳情及其條款及細則約束。 

3. 餐飲優惠 

i. 一般餐飲優惠 

a. 金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指定餐飲可享 82 折優惠，受以下條件約束。 

 

a.  酒店餐飲 

1.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優惠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之海風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之星航圖咖啡廳及

夢想家小店或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之好萊塢快餐店。 

3. 酒店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房間餐飲服務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4. 請致電+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或 +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 

+852 3510-5000 (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預先訂座。 

 

b. 樂園快餐服務餐廳 

1. 此優惠適用於樂園內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或碧林餐廳之套餐菜式。 

2. 樂園餐飲優惠適用於笑匠歡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選擇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i. 大冒險家餐廳優惠 

a. 金卡會員於樂園內大冒險家餐廳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優惠 

a. 金卡會員於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優惠。 

 

iv. 戶外小食亭學生會員套餐優惠 

a. 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平日 (公眾假期除外) 於樂園內之指定戶外小食亭購買指定小食套餐可享港

幣$15 折扣優惠。  

 

v. 大街餅店優惠 



  

 

a. 金卡會員於大街餅店可享 85 折優惠。 

 

vi. 一般餐飲優惠條款及細則  

a. 餐飲優惠每只適用於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b. 本公司保留有關任何餐飲服務之價錢及各餐廳的營業時間之決定權。 

c.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d. 每位會員於每個餐飲時段內只可享用餐飲優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費、前菜費，加一服務費須以原價計算。 

f. 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vii. 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 

a. 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格於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星航圖咖啡廳預訂私人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

餐。 

b.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之價格及其組成部分可不時調整。 詳情請致電 +852 3510-2000。 

c.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包括的所有購物優惠只適用於會員購買指定商品。 

d. 須於最少 14 日前預訂及繳付最低消費金額或 80%出席人數之消費金額，以較高者為準及視乎不適

用日子、餐廳供應情況、容納量及營運時間而定。會員可致 +852 3510-2000 預訂及查詢 。 

e. 已預訂之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優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兌換現金，或換取其他產品或折扣優惠。 

g. 「奇妙處處通」會員於入座時須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 

h.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推廣優惠或折扣優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奇妙處處通」會員餐

飲或商品優惠)。 

 

4. 購物優惠 

i. 樂園及酒店商品優惠 

a. 金卡會員可享指定樂園及酒店商品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物）、影音產品 ( 例

如數碼光碟 )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

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 

d.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 (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e.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 

g.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寶 

a. 金卡會員凡購買 PANDORA 系列珠寶滿港幣$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優惠; 購買低於港幣$2,500，

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示其有

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作核對之用。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i. 周大福珠寶 

a. 金卡會員凡購買周大福珠寶滿港幣$2,000 或以上，可享港幣$100 扣減優惠。 



  

 

b. 優惠只適用於美國小鎮大街的廣場時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寶店。 

c. 優惠只適用於購買一口價貨品。 

d. 每位會員於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幣$100 折扣優惠，不可累積使用。 

e. 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f. 會員必須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方可享扣減優惠。 

g.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h. 此優惠不可兌換或找續現金、禮券、優惠券、折扣、產品、或其他優惠。 

i. 如有任何爭議，周大福保留最終決定。 

 

iv. 「迪士尼處處拍+」及 8R 照片 

a. 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1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曆相片。 

b. 金卡會員可以港幣$3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

曆相片。 

c. 金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399 於酒店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 

及三張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處處拍+」只適用於樂園內由穿著戲服之攝影師 (「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 所拍攝之照

片，不適用於魔法化妝廳、與迪士尼朋友進餐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迪士尼畢

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e. 「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只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的翠

樂庭餐廳、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的廚師米奇餐廳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的雲龍軒) 由迪士尼處

處拍攝影師所拍攝之照片 ，不適用於樂園內、魔法化妝廳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

限於迪士尼畢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f. 8R 月曆相片只適用於樂園內所拍攝之照片(不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魔法化妝廳或其他攝影

服務) 。 

g. 因應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之營運安排，部分樂園之拍照點將沒有拍照服務提供。 

h.  已連結「迪士尼處處拍+」之照片可於 30 日內於網上預覽、下載及分享，其後照片將不被保存。 

i. 「迪士尼處處拍+」、「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月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

款、退換、轉售及作現金使用。使用會員優惠購買和使用「迪士尼處處拍+」及相關產品受限於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關附加條款及細則及刊於網頁上之「奇妙處處通」的條款及細

則所約束。 

 

v. 學生會員優惠 - 免費換領耳朵帽子 

a. 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內的商品店單筆交易消費淨額滿港幣$300 或以上 ，可換領指定

耳朵帽子 (價值港幣 $99 或以下) 。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奇妙揭揭樂、魔法化妝廳之消費、於網上，

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須出示有效個人會員卡及當日收據正本親身前往樂園及酒店的商品店換領耳

朵帽子。 

d.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e.  於指定換領期而未被換領的耳朵帽子將被作廢，並不能退款或賠償。 

 

vi. 學生會員購物優惠 - 迪士尼花束 

a. 金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內的廣場時尚店購買指定迪士尼花束(價值港幣$500 或以上) 可享港幣

$100 折扣。 

b.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c. 使用此優惠購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轉售、轉讓及退換及替代，以兌換現金或換取任何

其他產品。 

 

5. 酒店優惠 

i. 酒店住宿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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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金卡會員可享有酒店現行定價 85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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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優惠只適用於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後所預訂的房間，在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前

已預訂的房間不得退款或扣減房間價格。 

d.  此優惠只限會員個人使用，會員須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賓客，並於辦理入住手續時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否則本公司將收取房間之現行定價

(於入住當時計算)。 

e.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酒店之房間種類，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險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間之現行定價於預訂時計算。 

g. 「總費用」包括 : (i) 將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類型、房間之現行定價而定

(供應量須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費; (iii) 費用(i) 及(ii) 項之 10%服務費; 及 (iv) 

任何附加項目的額外費用(「附加項目費用」)。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間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歲或以上的賓客(「額外賓客」) 須繳付每人每晚港幣

$200 之附加費（另收 10%服務費）(「附加費」)。 

i. 受限於附加費，每間酒店房間最多可容納 4 位賓客。每個酒店房間須至少有一位成人賓客入

住。 

j. 會員於預訂時須為每個預訂繳付總費用。 

k. 每位會員於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間，最多可預訂 1 間的酒店房間。 

l.  無論任何情況，賓客名稱均不能更改。 

m. 會員可於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預訂之房間，以下日子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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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取消預訂或未

按預訂日期入住(no show) ，本公司將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費用及總費用 (ii) 及(iii) 項。更改預

訂須受供應情況及其他優惠限制約束，並須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提出。 

n. 此優惠不設佣金。 

o. 此優惠受限於「優惠簡介」之條款及細則、酒店一般條款及細則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隨時修訂的

限制。本公司不會就任何隨時修訂的條款及細則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禮遇  

金卡會員可享一系列生日禮遇(「生日禮遇」)。除本公司另有規定外，生日禮遇可於會員相關會籍的

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自動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金卡會員只能在其相關會

籍有效期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每位金卡會員在每個會籍有效期內只可享用生日禮遇一

次。本公司可隨時及不時更改生日禮遇，並透過「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網頁、有關廣告、

會員通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告和告示牌通知會員。 

 

i. 生日免費入園優惠 

a. 每位金卡會員可於生日當天免費入園。此優惠不受其個人會員卡之不適用日子限制，但受以下條

件約束。 

b.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生日日期當天使用，並在該生日日期當天後失效。免費入園優惠不能在

金卡會員生日日期以外的任何日期使用。 

c. 免費入園門票亦不能以任何理由退换、更換或補發。  

d. 免費入園優惠只供會員本人使用。 

e. 免費入園門票只可於會員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上顯示的生日日期當天換領。如會員的生日是在其會

員卡的適用入園日子，他/她則可使用個人會員卡入園而並不會獲發免費入園門票。 

f. 於樂園正門賓客服務中心領取免費樂園門票及進入樂園時，會員需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本

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 

 

ii. 其他生日優惠 

a. 每位金卡會員可獲一套生日禮遇優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禮遇發出的電子優惠券 (「電子優惠

券」) 可於會籍有效期內於會員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金卡會員可於其相關會籍

的有效期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 

b. 會員需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電子優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禮遇。 



  

 

 

iii. 晶荷軒或雲龍軒晚餐優惠 

a. 金卡會員於晶荷軒或雲龍軒惠顧晚餐菜單每滿港幣$1,000 可享港幣$300 折扣優惠，受以下條件約

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c. 不論消費總額多少，每位會員在此優惠下的總折扣金額不得超過港幣 1,500。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e. 此優惠只可於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優惠每次只適用於晚餐時段供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g. 在計算折扣優惠時，只會計算服務費前及其他消費之餐飲總額。 

h. 此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j.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v. 華特餐廳或芊彩餐廳晚餐優惠 

a. 金卡會員於華特餐廳或芊彩餐廳惠顧晚餐菜單每滿港幣$1,000 可享港幣$300 折扣優惠，受以下條

件約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外賣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c. 不論消費總額多少，每位會員在此優惠下的此優惠的總折扣金額不得超過港幣 1,500。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e. 此優惠只可於同一交易中使用一次。 

f. 此優惠每次只適用於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g. 在計算折扣優惠時，只會考慮不包括服務費和其他費用之餐飲總額。 

h. 此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j.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k.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 買二送一酒店指定生日餐點優惠  

a. 金卡會員可於下列指定期間享用以下其中一項適用於其會籍的買二送一餐點優惠一份： 

b. 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9 月 22 日晚上 11:59 或之前購買或續會現行金卡會籍可於其現行會籍的有效期

內之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A; 

c. 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或之後購買或續會現行金卡會籍及其生日月份為 2022 年 9 月至 12

月，可於 2022 年之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A; 

d. 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9 月 23 日或之後購買或續會現行金卡會籍及其生日月份為 2023 年 1 月至 12

月，可於其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B。 

 

例如: 

1. 如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9 月 1 日購買或續會現時金卡會籍及其生日月份為 2 月，則可於 2023 年

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A； 

2. 如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購買或續會現時金卡會籍及而其生日月份為 11 月，則可於

2022 年生日月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A； 

3. 如金卡會員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購買或續會現會籍及而其生日為 2 月，則可於 2023 年生日月

份享用生日餐點優惠 B。 

 

e. 生日餐點優惠 A - 金卡會員可享以下其中一項買二送一優惠: 

1. 在迪士尼好萊塢酒店之米奇廚師餐廳購買兩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餐一份;或 

2. 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之翠樂庭餐廳購買兩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餐一份;或 

3.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雲龍軒購買兩份相同項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市套餐

一份。 

 



  

 

f. 生日餐點優惠 B - 金卡會員可享以下其中一項買二送一優惠: 

1. 在迪士尼好萊塢酒店之米奇廚師餐廳購買兩份指定晚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餐一份;或 

2.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芊彩餐廳購買兩份相同項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午餐套

餐一份;或 

3. 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雲龍軒購買兩份相同項目之指定晚市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晚市套餐

一份;或 

4. 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之晶荷軒購買兩份相同項目之指定午餐套餐可享用免費指定午餐套餐一

份。 

 

此優惠受以下條件約束: 

a.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b.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c. 金卡會員須與最少兩位付款賓客同行，同行之賓客須與會員於相同餐廳及時段享用相同之指定晚

餐或午餐。 

d. 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食品及飲品。 

e. 只限金卡會員使用其生日禮遇才可獲得免費晚餐或午餐。 

f.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g.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  買一送一樂園套餐優惠  

a. 金卡會員可於樂園內的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碧林餐廳或笑匠歡坊購買一份套餐可

享免費套餐一份。 

b.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c. 此優惠只適用於與最少一位付款賓客同行之金卡會員，同行之賓客須購買相等或更高價格的套

餐。 

d.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i. 酒店下午茶套餐 7 折優惠 

a. 金卡會員可享芊彩餐廳下午茶套餐或華特餐廳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禮盒外賣 7 折優惠，受以下條

件約束。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每位會員可以此折扣優惠享用最多兩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其他會員餐飲優惠) 。 

e.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f.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ii. 星航圖咖啡廳買一送一意大利雪糕新地優惠  

a. 金卡會員可於星航圖咖啡廳享用免費意大利雪糕新地一份。  

b. 此優惠適用於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星航圖咖啡廳享用免費意大利雪糕新地一份。 

c.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 

d. 此優惠只適用於金卡會員購買最少一份相等或更高價格的指定意大利雪糕新地。 

e.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x. 生日卡一張 

a. 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可在樂園內的「奇妙處處通」會員服務中心或鄰近

香港迪士尼樂園之迪士尼主題酒店前台換領生日卡。 

 

x. 樂園及酒店商品 8 折優惠 

a.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限量版徽章、合作品

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

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



  

 

物）、影音產品 ( 例如數碼光碟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

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

的產品。 

b. 此優惠只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c.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d.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產品質量因素要辦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換，會員必須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

人身份証明。 

f.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g.  此優惠只限金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h. 除上文第 D.6.x.e 段另有規定外，以此優惠購買之商品均不得退貨及換貨。 

 

7. 其他商戶優惠 

會員可不時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戶提供的優惠，請按此瀏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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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銀卡會員專享 

1. 泊車優惠 

i. 銀卡成人，學生及長者會員卡會員可享私家車以正價停泊費減港幣$40 或電單車以正價停泊費減港

幣$15，受以下條件約束。 

ii. 此泊車優惠只適用於成人，學生及長者會員卡會員，小童會員卡會員並不適用此優惠。 

iii. 泊車優惠可於每日上午 8:30 至關園後 2 小時於樂園停車場停泊一輛私家車或電單車，不適用於其

他停車場，包括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酒店(「酒店」)之停車場。 

iv. 新會員憑當日發出的個人會員卡及泊車收據可於樂園正門或美國小鎮大街的市鎮會堂之賓客服務

中心享用此泊車優惠。 

v. 會員在一天內只可享用此泊車優惠一次，每次只適用於一輛汽車。 

vi. 會員須在進入停車場時出示有效的個人會員卡以享用此泊車優惠。如在進入停車場時不能出示有

效的個人會員卡，其後將不獲退款。 

vii. 所有進入及使用停車場的車輛及賓客均受此停車場的規則所約束，有關規則已張貼於收費亭旁。 

viii. 本公司可基於停車場容納量、惡劣天氣或特別節目、或為保障安全、治安或秩序，或本公司認為

情況所需不時限制對停車場的使用而不作事先通知並毋須退款或作出任何賠償。 

 

2. 樂園遊玩優惠 

i. 免費入園 

a. 銀卡會員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憑其個人會員卡入園 5 次或以上，可換領免費樂園門票一張。每位

合資格銀卡會員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最多可換領免費樂園門票一張。 

b.  此免費樂園門票只供該合資格銀卡會員本人使用，其他人並不能使用。 

c. 合資格銀卡會員須於其第 5 次入園後的 30 天内前往樂園正門售票處親身出示有效個人會員卡換領

免費樂園門票。免費樂園門票不會於換領限期後發出。 

d. 如銀卡會員於其現行會籍最後有效日期當日入園(不論有否續會)，當日的入園次數將計算在現行會

籍內。 

e. 此免費樂園門票僅於門票發出當日有效（無論當日是否「奇妙處處通」銀卡會員不適用日子），

其他日子無效。未有於換領當日使用的免費樂園門票將會無效。 

f. 以免費樂園門票的入園次數並不會計算在『迪士尼「獎賞行」計劃』或其他類同的計劃。 

g. 會員須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 

h.  本公司所持有的會員合資格入園記錄將是最終和決定性的。 

i. 每位合資格銀卡會員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最多可換領免費樂園門票不超過一張。 

 

3. 餐飲優惠 

i. 一般餐飲優惠 

a. 銀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指定餐飲可享 87 折優惠，受以下條件約束。 

 

a.  酒店餐飲 

1.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2. 此優惠不適用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之海風吧、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之星航圖咖啡廳及

夢想家小店或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之好萊塢快餐店。 

3. 酒店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房間餐飲服務及菜單以外之菜式。 

4. 請致電+852 3510-6000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或 +852 3510-2000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 或 

+852 3510-5000 (迪士尼好萊塢酒店) 預先訂座。 

 

b. 樂園快餐服務餐廳 

1. 此優惠適用於樂園內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或碧林餐廳之套餐菜式。 

2. 樂園餐飲優惠適用於笑匠歡宴坊之套餐菜式或主食。 

3. 只可選擇餐牌上的套餐或主食及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ii. 大冒險家餐廳優惠 



  

 

a. 銀卡會員於樂園內大冒險家餐廳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iii. 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優惠 

a. 銀卡會員於廣場飯店，由翠園及茶茶居主理可享 9 折優惠。 

 

iv. 戶外小食亭學生會員套餐優惠 

a. 銀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於平日 (公眾假期除外) 於樂園內之指定戶外小食亭購買指定小食套餐可享

港幣$15 折扣優惠。 

 

v. 大街餅店優惠 

a. 銀卡會員於大街餅店可享 9 折優惠。 

 

vi. 一般餐飲優惠條款及細則  

a. 餐飲優惠每只適用於會員及最多七位其他賓客。 

b. 本公司保留有關任何餐飲服務之價錢及各餐廳的營業時間之決定權。 

c.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d. 每位會員於每個餐飲時段內只可享用餐飲優惠一次。 

e. 另收茶位費、前菜費，加一服務費須以原價計算。 

f. 餐飲優惠不適用於推廣菜及其他本公司可不時指定的不適用產品。 

 

vii. 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 

a. 銀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格於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星航圖咖啡廳預訂私人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

餐。 

b.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之價格及其組成部分可不時調整。 詳情請致電 +852 3510-2000。 

c. 慶祝盛會歡聚之選套餐包括的所有購物優惠只適用於會員購買指定商品。 

d. 須於最少 14 日前預訂及繳付最低消費金額或 80%出席人數之消費金額，以較高者為準及視乎不適

用日子、餐廳供應情況、容納量及營運時間而定。會員可致 +852 3510-2000 預訂及查詢 。 

e. 已預訂之迪士尼私人慶祝盛會均不能取消或更改 。 

f. 此優惠不可退款，全部或部份兌換現金，或換取其他產品或折扣優惠。 

g. 「奇妙處處通」會員於入座時須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其他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 

h.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推廣優惠或折扣優惠一同使用(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奇妙處處通」會員餐

飲或商品優惠)。 

 

4. 購物優惠 

i. 樂園及酒店商品優惠 

a. 銀卡會員可享指定樂園及酒店商品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合作品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Moleskine 系列 、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物）、影音產品 ( 例

如數碼光碟 )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

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 

d.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 (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e.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f.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 

g.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 PANDORA 系列珠寶 

a. 銀卡會員凡購買 PANDORA 系列珠寶滿港幣$2,500 或以上，可享 85 折優惠; 購買低於港幣$2,500，

可享 9 折優惠。 

b.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c. 所有折扣後出售之商品受退貨條件約束，該條款印於貨品收據上。會員於退貨或換貨時須示其有

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人身份証明作核對之用。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iii. 周大福珠寶 

a. 銀卡會員凡購買周大福珠寶滿港幣$2,000 或以上，可享港幣$100 扣減優惠。 

b. 優惠只適用於美國小鎮大街的廣場時尚店及幻想世界的城堡珠寶店。 

c. 優惠只適用於購買一口價貨品。 

d. 每位會員於每宗交易只可享最多港幣$100 折扣優惠，不可累積使用。 

e. 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f. 會員必須在交易付款前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方可享扣減優惠。 

g.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持有個人會員卡之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h. 此優惠不可兌換或找續現金、禮券、優惠券、折扣、產品、或其他優惠。 

i. 如有任何爭議，周大福保留最終決定。 

 

iv. 「迪士尼處處拍+」及 8R 照片 

a. 銀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1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曆相片。 

b. 銀卡會員可以港幣$399 於樂園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兩張 8R 照片及一張 8R 月

曆相片。 

c. 銀卡會員可以優惠價港幣$399 於酒店購買組合包括一張「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 

及三張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照片。 

d. 「迪士尼處處拍+」只適用於樂園內由穿著戲服之攝影師 (「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 所拍攝之照

片，不適用於魔法化妝廳、與迪士尼朋友進餐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迪士尼畢

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e. 「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只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內的翠

樂庭餐廳、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內的廚師米奇餐廳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內的雲龍軒) 由迪士尼處

處拍攝影師所拍攝之照片 ，不適用於樂園內、魔法化妝廳及其他需要收費之攝影服務 (包括但不

限於迪士尼畢業慶典、迪士尼演藝日及其他特別活動日之攝影服務)。 

f. 8R 月曆相片只適用於樂園內所拍攝之照片(不適用於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魔法化妝廳或其他攝影

服務) 。 

g. 因應迪士尼處處拍攝影師之營運安排，部分樂園之拍照點將沒有拍照服務提供。 

h.  已連結「迪士尼處處拍+」之照片可於 30 日內於網上預覽、下載及分享，其後照片將不被保存。 

i. 「迪士尼處處拍+」、「迪士尼處處拍+」 (與迪士尼朋友進餐) 、8R 月曆相片及 8R 照片不可退

款、退換、轉售及作現金使用。使用會員優惠購買和使用「迪士尼處處拍+」及相關產品受限於在

www.disneyphotopass.com.hk 上之有關附加條款及細則及刊於網頁上之「奇妙處處通」的條款及細

則所約束。 

 

v. 學生會員優惠 - 免費換領耳朵帽子 

a. 銀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及酒店內的商品店單筆交易消費淨額滿港幣$300 或以上 ，可換領指定

耳朵帽子 (價值港幣 $99 或以下) 。 

b. 此優惠不適用於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奇妙揭揭樂、魔法化妝廳之消費、於網上，

或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及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 

c. 銀卡學生會員卡會員須出示有效個人會員卡及當日收據正本親身前往樂園及酒店的商品店換領耳

朵帽子。 

d.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e.  於指定換領期而未被換領的耳朵帽子將被作廢，並不能退款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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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學生會員購物優惠 - 迪士尼花束 

a. 銀卡學生會員卡會員於樂園內的廣場時尚店購買指定迪士尼花束(價值港幣$500 或以上) 可享港幣

$100 折扣。 

b. 此優惠只可於每個會籍有效期內使用一次。 

c. 使用此優惠購之商品均不可全部或部分退款、轉售、轉讓及退換及替代，以兌換現金或換取任何

其他產品。 

 

5. 酒店優惠 

i. 酒店住宿優惠 

a. 銀卡會員可享有酒店現行定價 9 折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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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優惠只適用於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後所預訂的房間，在發出「奇妙處處通」會員卡前

已預訂的房間不得退款或扣減房間價格。 

d.  此優惠只限會員個人使用，會員須為其中一位入住酒店之賓客，並於辦理入住手續時出示其

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否則本公司將收取房間之現行定價

(於入住當時計算)。 

e. 此優惠適用於所有酒店之房間種類，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大冒險家套房除外。 

f. 各酒店房間之現行定價於預訂時計算。 

g. 「總費用」包括 : (i) 將按入住及退房日期、入住酒店及指定客房類型、房間之現行定價而定

(供應量須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 ; (ii)任何附加費; (iii) 費用(i) 及(ii) 項之 10%服務費; 及 (iv) 

任何附加項目的額外費用(「附加項目費用」)。 

h. 入住同一酒店房間的第三及第四位 12 歲或以上的賓客(「額外賓客」) 須繳付每人每晚港幣

$200 之附加費（另收 10%服務費）(「附加費」)。 

i. 受限於附加費，每間酒店房間最多可容納 4 位賓客。每個酒店房間須至少有一位成人賓客入

住。 

j. 會員於預訂時須為每個預訂繳付總費用。 

k. 每位會員於同一入住及退房期間，最多可預訂 1 間的酒店房間。 

l.  無論任何情況，賓客名稱均不能更改。 

m. 會員可於入住前最少 3 天取消或更改已預訂之房間，以下日子須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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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能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取消預訂或未

按預訂日期入住(no show) ，本公司將收取第一晚酒店住宿費用及總費用 (ii) 及(iii) 項。更改預

訂須受供應情況及其他優惠限制約束，並須於本段所述之規定日期前提出。 

n. 此優惠不設佣金。 

o. 此優惠受限於「優惠簡介」之條款及細則、酒店一般條款及細則以及其他由本公司隨時修訂的

限制。本公司不會就任何隨時修訂的條款及細則作另行通知。 

 

6. 生日禮遇  

銀卡會員可享一系列生日禮遇(「生日禮遇」)。除本公司另有規定外，生日禮遇可於會員相關會籍的

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自動失效。例如，9 月生日的銀卡會員只能在其相關會

籍有效期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每位銀卡會員在每個會籍有效期內只可享用生日禮遇一

次。本公司可隨時及不時更改生日禮遇，並透過「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網頁、有關廣告、

會員通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告和告示牌通知會員。 

 

i. 生日免費入園優惠 

a. 每位銀卡會員可於生日當天免費入園。此優惠不受其個人會員卡之不適用日子限制，但受以下條

件約束。 

b. 免費入園優惠不能在銀卡會員生日日期以外的任何日期使用，而所發出的免費入園門票亦不能以

任何理由退换、更換或補發。  

c. 免費入園優惠只供會員本人使用。 



  

 

d. 免費入園門票只可於會員個人身份證明文件上顯示的生日日期當天換領。如會員的生日是在其個

人會員卡的適用入園日子，他/她則可使用其卡入園而並不會獲發免費入園門票。 

e. 於樂園正門賓客服務中心領取免費樂園門票及進入樂園時，會員需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本

公司指定的個人身份證明以供核實。  

 

ii. 其他生日優惠 

a. 每位銀卡會員可獲一套生日禮遇優惠券。本公司就生日禮遇發出的電子優惠券 (「電子優惠券」) 

可於會籍有效期內於會員的生日月份使用。例如，9 月生日的銀卡會員可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

內的 9 月之任何一天享有生日禮遇。 

b. 會員需出示其有效的個人會員卡及電子優惠券方可享用生日禮遇。 

 

iii. 買一送一樂園套餐優惠  

a. 銀卡會員於在樂園內的皇室宴會廳、火箭餐廳、彗星餐廳、碧林餐廳或笑匠歡宴坊購買一份套餐

可享免費套餐一份。 

b.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任何會員餐飲優惠)。 

c. 每位銀卡會員須與最少一位付款賓客同行享用同款或較高消費的套餐。 

d.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之所有星期五、六、日、公

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 

e. 此優惠只限銀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iv. 買二送一酒店指定晚餐或午餐優惠 

a. 銀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的星期一至四在迪士尼好萊塢酒店之米奇廚師餐廳

享用指定晚餐或於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之雲龍軒享用指定晚市套餐或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之

晶荷軒享用指定午市套餐可享買二送一優惠。 

b.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包括 2023 年內所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公

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c.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餐飲折扣優惠同時使用(包括其他會員餐飲優惠) 。 

d. 銀卡會員須與最少兩位付款之賓客同行，同行之賓客須與會員於相同餐廳及時段享用相同之指定

晚餐或指定晚市或午市套餐。 

e. 此優惠不適用於其他食品及飲品。 

f. 只限銀卡會員使用其生日禮遇才可獲得免費晚餐或午餐。 

g.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h. 此優惠只限銀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 酒店下午茶套餐 7 折優惠 

a. 銀卡會員可享芊彩餐廳下午茶套餐或華特餐廳下午茶套餐或下午茶禮盒外賣 7 折優惠，受以下條

件約束。  

b. 會員可以此折扣優惠享用最多兩份下午茶套餐或一份二人下午茶套餐。 

c. 此優惠不適用於本公司不時決定之不適用日子，不適用日子包括但不限於 2023 年內所有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及公眾假期前夕及 2023 年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 

d.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包括其他會員餐飲優惠) 。 

e. 加一服務費以原價計算。 

f. 此優惠只限銀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vi. 樂園及酒店商品 8 折優惠 

a.  此優惠不適用於購買照片、攝影服務、周大福珠寶、PANDORA 系列珠寶、限量版徽章、合作品

牌商品 (包括 H2O+® 系列、樂高® 商品、FUJIFILM 商品、Starbucks® 商品、Wooderful Life、

Moleskine 系列 、NATIONAL GEOGRAPHIC 及 COACH 等）、非迪士尼產品（例如便利品、藥

物）、影音產品 ( 例如數碼光碟 )、奇妙禮品包、個人化服務、魔法化妝廳內之消費、於網上，或

於樂園或酒店之任何商品店以外地方，預訂、預購或購買的商品、奇妙揭揭樂及本公司不時指定

的產品。 



  

 

b. 此優惠只適用於所有樂園、酒店之商店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奇妙店(於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內)。 

c. 購買商品須視乎本公司不時在有關的廣告及/或在銷售或服務地點展示的通知或指示中公佈適用於

該優惠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購買任何產品的優惠數量、類型、價值及其他優惠功能或資格）。 

d. 此優惠只適用於由會員親自付款之商品。 

e. 若因產品質量因素要辦理商品之退款或更換，會員必須出示其有效個人會員卡及本公司指定之個

人身份証明。 

f.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推廣活動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g. 此優惠只限銀卡會員於其相關會籍的有效期內之生日月份使用，並在該生日月份後失效。 

h. 除上文第 E.6.vi.e 段另有規定外，以此優惠購買之商品均不得退貨及換貨。 

 

7. 其他商戶優惠 

會員可不時享有本公司以外商戶提供的優惠，請按此瀏覽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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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一般事項 

1.  會員優惠的提供及使用須受第 3.3 段、5 段及奇妙處處通條款及細則」的其他規定所約束，請按此連結瀏

覽相關之條款及細則: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magic-access/terms-conditions/。 

2. 進入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度假區」) 及使用其設施均受限「於 (i) 此等條款及細則，(ii) 於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ticket-general-terms-conditions/上之「一般條款及細則」， (iii) 於

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上之適用在相關地點或設施之規則（包括但不限於樂園之規則及酒店規則與

條例）， (iv) 在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guest-services/health-and-safety/上之最新要求，及 (v)本公

司自行酌情決定而不作事先或另行通知的所有其他要求、限制及更改。本公司可不時，而不作事先通知

及退款或賠償，(a) 制定或修改樂園全部或其任何部分應遵守的規則，(b) 更改或調整樂園、地點、遊樂設

施、商店、餐廳、設施或活動設施的進入要求及營運模式(包括但不限於營運時間)，(c) 於任何時段關閉或

調整度假區或其任何部分運作, (d) 限制進入樂園或其任何部分的人士之數目、類別或資格, (e) 暫停或取消

任何遊樂設施、設施、活動設施或娛樂或營銷項目、優惠或活動，及/或 (f) 設定購買任何產品的限額或使

用任何服務或設施，在任何一情況下因容量、惡劣天氣、特別活動等原因，以確保安全、健康、保安或

秩序，或符合法例要求，或如本公司認為該情況有如此要求。 

3.  以電子優惠券形式發送給會員的優惠將與會員當時所持有的個人個人會員卡相連，並不能轉移至任何其

個人會員卡(即使有關個人會員卡屬於同一會員) 。 

4. 此優惠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所提供。 

5. 此優惠祇適用於合資格賓客親身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換取，並受其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本公司並不對此優

惠於其他地區之合適性或是否有所提供作出任何陳述。此外，假若此優惠之參與於某區域被禁止或視為

違法，此優惠將被視為無效。參與此優惠之人仕均為自發性參與，並須負責遵守當地法律，如適用及以

該等法律範圍為限。 

6. 本公司擁有對此等條款及細則最終之解釋權。 

7.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就爭議及與此推廣活動有關任何問題之最終決定權。 

8.  本公司有權修訂此等「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或更改、終止或暫停此項優惠而不作事先通知。 

9.  以上「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以英文及其他語文編寫，其他語文本及英文本如有歧異或矛盾，概

以英文本為準。 

10. 此等「奇妙處處通優惠條款及細則」構成本公司與使用會籍或任何會籍優惠的人士之間的協議。任何不

屬於該協議的立約方的人士於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下不享有任何權利強制執行

該協議任何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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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