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載高清圖片：https://bit.ly/3kkQDrH  

*照片僅作推廣用途，所有賓客必須配戴口罩及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詳情請瀏覽官方網站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15 周年奇妙慶典」啟動無限歡樂 

萬眾期待「奇妙夢想城堡」華麗登場 
 

向全港送上奇妙心意同賀 15 載 

 

香港，2020 年 11 月 20 日 — 2020 年 11 月 21 日，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香港迪士

尼）將踏入新里程。「奇妙夢想城堡」華麗登場，啟動連串精彩 15 周年慶祝節目，樂

園同時呈獻 A Disney Christmas 聖誕活動，將歡樂加倍，普天同慶！在這個特別時刻，

樂園推出香港居民專享「FUN 享奇妙夢想」大抽獎以及「雙重慶祝」樂園門票優惠，

更會捐助予三個長期合作的非牟利機構回饋社區。 

迎接「15 周年奇妙慶典」及「奇妙夢想城堡」 

今天香港迪士尼樂園每個角落都充滿慶祝氣氛。一踏進樂園，賓客隨處看見的都是 15

周年主題裝飾佈置，加上全新 15 周年主題曲《Love the Memory》那強勁節拍，令人即

時投入在這興奮喜悅的環境當中，歡樂氣氛更凝聚於全新的「奇妙夢想城堡」。 

 

 

 

 

 

 

 

 

https://bit.ly/3kkQDrH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楊善妮（Stephanie Young）首次在城堡舞台上為「奇

妙夢想城堡」及「15 周年奇妙慶典」主持揭幕儀式，並宣佈香港迪士尼回饋社區的好

消息。楊善妮表示：「大家萬分期待的『奇妙夢想城堡』即將閃耀登場。瑰麗動人的

城堡，標誌著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踏入令人振奮的全新里程。過去 15 年的奇妙時光

中，我們與賓客、演藝人員一同製造無數回憶、實現願望和共享歡樂。今天，我們與

社區一同慶祝 15 周年的奇妙夢想之時，希望為香港這個家送上心意。華特迪士尼公司

將會捐出港幣一百五十萬元的善款給予願望成真基金、兒童癌病基金和生命小戰士會，

支持這三個植根香港的非牟利機構，為數千個病童及其家庭提供適切的服務。」 

與香港居民分享快樂  

為感謝賓客、粉絲們多年來的支持，香港迪士尼誠邀香港居民參加「FUN 享奇妙夢

想」大抽獎！於 2020 年 11 月 21 至 30 日期間，樂園將送出合共 15,000 張香港迪士尼

樂園一日標準門票，以及 150 份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住宿，讓快樂加倍！（推廣生

意的競賽牌照號碼 : 053891） 

「FUN 享奇妙夢想」大抽獎 

報名日期 由 2020 年 11 月 21 至 30 日，一連 10 日 

參加辦法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只需於活動網頁

https://www.hongkongdisneyland.com/zh-hk/campaigns/15th-

giveaways/報名參加 ，便有機會獲得香港迪士尼樂園一日標準

電子門票一張或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標準客房住宿一晚。 

參加資格 

香港居民:  

 持有香港身份證或 

 11 歲以下參加者需持有香港出世紙及由本地學校發出的

學生手冊，或附有相片的有效法律文件 

獎品使用日期 

由 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 

(獎品酒店房間之入住日期不適用於 2020 年 12 月 19 至 31 日，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及 2 月 12 至 16 日) 

公布結果 得獎名單將會於 2020 年 12 月 9 日於活動網頁內公佈。 
 



 

由即日起至 2021年 2月 28日，香港居民更同時專享「雙重慶祝」優惠，只需港幣 688

元便可入園兩次，慶祝香港迪士尼樂園 15 周年生日及體驗 A Disney Christmas 傳統聖誕

活動，締造特別難忘的奇妙回憶。 

 

「奇妙夢想城堡」見證夢想成真 

煥然一新的「奇妙夢想城堡」以多位迪士尼公主和女王的追夢故事為創作靈感，是為

香港迪士尼的全新地標，象徵勇氣、希望和無限可能。城堡上的每座塔樓及尖頂都擁

有獨特的顔色配搭、標誌圖案和紋理裝飾，蘊含著13個關於

迪士尼公主及女王的故事。 

走進城堡，更可親身投入兩大全新體驗。在充滿皇室華麗風

格的「皇室禮賓庭」，賓客有機會跟最喜愛的迪士尼公主和

女王會面，更會欣賞到精緻考究的雕刻、掛毯以及迪士尼公

主與女王的精緻雕像。「城堡

珠寶店」是首間在「奇妙夢想

城堡」內開設的珠寶店。品牌

周大福的巧手工匠更獲任命為皇室御用的珠寶工匠，為

這片奇妙國度鑄煉各式各樣的紀念品和珍藏。 

「奇妙夢想城堡」是迪士尼首個於現有城堡進行如此龐大規模的改造項目。在城堡華

麗變身期間，賓客遠距離見證城堡每天的變化，現在終於可親身踏進這座樂園地標，

近距離欣賞背後的奇妙魔法。 

創建「奇妙夢想城堡」的夢想成真，背後全靠一個龐大

團隊的支持。全新「奇妙夢想城堡故事展」就帶領賓客

踏上一趟探索城堡背後故事的旅程，呈現華特迪士尼幻

想工程和華特迪士尼動畫製作室聯手，從設計新城堡至

完工的奇妙過程。展覽中更特設介紹城堡現場娛樂節目

的專區，率先介紹不久將來上演的全新日間及夜間精彩表演。 



 

同時登場的是「奇妙夢想城堡導賞之旅」。透過自助

語音導賞，在星級粉絲林嘉欣的聲音導航下，賓客能

夠輕鬆以全新角度細味城堡的內容與故事。由城堡正

前方為起點，用個人手機掃描二維碼，賓客便可透過

耳機，跟著聲音導航遊走八個觀賞區，由內到外認識

城堡設計種種建築細節，一步一細賞每個融入公主及女王故事、興趣或故事場景的標

誌圖案、紋理和裝飾。 

 
 
 

奇妙快閃派對   隨時放送驚喜  

 

樂園內各處都充滿慶典的歡樂氣氛。米奇老鼠特別

召集一眾好友包括 Duffy 與好友換上全新 15 周年服

飾，齊齊獻上「米奇與好友歡聚十五周年」這個令

人驚喜萬分的快閃派對。迪士尼公主亦悉心打扮登

上大街列車與賓客

見面，送上窩心快樂的奇妙時刻。迪士尼朋友會於樂

園四處現身，隨時跟你驚喜自拍！為紀念這個特別時

刻，入園賓客將獲贈 15 周年主題的紀念門票以及 15

周年生日特別版襟章（送完即止）。賓客還可以於動

畫藝術教室，跟迪士尼動畫師學習繪畫「奇妙夢想城

堡」。  

當生日遇上聖誕佳節   喜上加喜樂繽紛 

今個冬天的 A Disney Christmas 傳統聖誕與 15 周年生日

交織雙倍歡樂氣氛！大受歡迎的「米奇與好友聖誕舞

會」將載譽歸來，更值得期待的是，迪士尼朋友會聯同

一眾表演者，登上全新「奇妙夢想城堡」的舞台，為你

載歌載舞。 



 

 

Duffy 與好友會換上全新節日服飾登場。各位粉絲注意， 

全新加入的可愛小龜‘Olu Mel 更會首度亮相！‘Olu Mel 是

Duffy 於夏威夷結識的新朋友，喜歡彈奏夏威夷小結他的

‘Olu Mel 將會與賓客歡欣賀聖誕。 

聖誕高飛和聖誕史迪仔會分別現身於米奇幻想曲及彗星

餐廳和賓客自拍，發放聖誕歡樂。在這個分享愛的節日，

賓客可選購兩款聖誕心願慈善明信片，投入市鎮會堂外

的聖誕心願郵筒，義賣所得的款項將全數撥捐「愛心聖

誕大行動」，傳遞愛與美好的祝

願。 

盡情選購全新商品   紀念雙重慶祝大日子 

香港迪士尼特別推出三個合共超過 200 款商品的 15 周年系列，

分別是「Grand Celebration」、「Crystal Dreams」和「Black and 

Gold」。樂園亦與不同品牌合作推出多款獨家限定商品，當中

包括 Pandora 的金銀串飾、星巴克的隨行杯與手提袋，以及

Citizen 限量版聯乘款腕錶。 

展開味覺歡慶之旅 

樂園餐廳推出以 15 周年主題的美饌、佈置及紀念品，令

整個樂園度假區處處瀰漫著歡樂的味道。當中 15 周年特

別版鋼牙奇奇和大鼻帝帝魔法杯、Duffy & ShellieMay魔法

杯 、米奇和米妮爆谷桶、奇妙夢想城堡公主氣球、奇妙

夢想城堡雪糕條與米奇氣

泡雞蛋仔，可愛別緻，是粉絲打卡兼必食之選！小鎮雪

糕店亦推出全新「15 周年軟雪糕」，將幸福滋味環繞著

你。度假區酒店更會呈獻慶祝 15 周年的得獎佳餚，讓賓

客與摯愛親朋歡聚共嚐。 



 

入住度假區酒店   盡享 15 周年精彩假期 

要享受歡欣滿載的 15 周年精彩假期，當然要入住度假區

的主題酒店！從抵達酒店的那一刻起，你便會置身於歡

樂慶生日的氣氛當中！入住豪華客房或更高級別客房的

賓客會額外獲得限量主題個

人用品包，值得珍藏紀念。

賓客更歡迎參與 15 周年和聖誕主題的手工藝康樂活動，

同時，以優惠價錢參加皮卡套或環保袋手作班的賓客更

有機會獲贈 15 周年主題磁石貼或明信片，萬勿錯過！ 

 

香港迪士尼樂園 15 年來陪伴賓客實現無數夢想。樂園踏入全新里程，將會迎接更多新

項目，啟發更多夢想。楊善妮續表示：「在 15 周年奇妙慶典中，賓客可以投入度假區

內連串精彩慶祝活動、發掘更多奇妙驚喜。不久的將來，樂園將會呈獻兩個全新的精

彩表演。讓我們一起在香港迪士尼體驗更多歡樂奇妙的魔法！」 

—完— 

     

樂園重開後，我們期望各位賓客理解和配合樂園新規例，所有賓客必須： 

1)      在到訪樂園前 7 日內，預先在香港迪士尼的入園預約網站，購買門票及預約到訪

日期。「奇妙處處通」會員也須於到訪前預約，並可優先在到訪前 8日內預約。 

2)      在進行網上入園預約過程中，須作出健康聲明。 

3)      抵達香港迪士尼樂園時，須通過體溫檢測，否則不能進入園内。 

4)      到訪樂園時，須佩戴口罩，在餐飲處所內飲食期間除外。 

  

以上措施會因應最新情況，適時檢視及在有需要時調整。 

  
*** 

  

 

有關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為不同國籍及年齡的賓客呈獻難忘且獨一無二的迪士尼奇妙體驗。賓客

可以在這個奇妙王國裡置身喜愛的迪士尼故事中，在七個不同園區可盡情探索，親身享受各種

獨有的得獎遊樂設施及娛樂體驗。賓客更可入住華麗又舒適的迪士尼主題酒店，令旅程更加完



 

美。香港迪士尼樂園全心投入服務香港社區，致力傳揚樂園的奇妙歡樂。樂園透過不同層面的

社區服務，關愛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啓發兒童和青少年的創意，更推動環境保護及健康

生活。 

  

手機應用程式    隨時查看最新資訊 

樂園手機應用程式現提供樂園最新資訊，包括樂園營運時間及娛樂節目表演時間，更可於樂園

內使用 GPS 導航地圖，迅速找出身處位置及鄰近設施；或一鍵接通度假區內的餐廳，預留座位

享用佳餚；甚至即時查看遊樂設施的輪候時間。而「奇妙處處通」會員亦可隨時查看會員卡不

適用日子及會員尊享禮遇，與親朋好友更盡情投入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體驗。 

 

 

即到以下網址免費下載： 

iOS 版：https://itunes.apple.com/app/id1077550649 

Android 版：https://goo.gl/ZbHHbP 

 
  

傳媒垂詢，請聯絡： 

馮翠婷（Kiki Fung） 

GHC Asia  

電話：(852) 3163 0176 / 9872 4329 

電郵：kiki.fung@ghcasia.com   

高珊（Sandra Gao） 

GHC Asia  

電話：(852) 3163 0190 / 7072 2863 

電郵：sandra.gao@ghcasia.com   

 

冼焯偉（Sidney Sin）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宣傳經理  

電話：(852) 3550 2336  

電郵：sidney.sin@disney.com  

江善誼（Gladys Kong）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宣傳副經理 

電話：(852) 3550 2373  

電郵：gladys.kong@disn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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