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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企業團體名稱 企業團體人數

企業名稱

公司網頁 (如適用) 行業 /  
公司業務性質

留港期間入住酒店之名稱  

逗留香港期間 抵港途徑 (如適用)

到訪香港次數
首次來港:  ☐ 是 / ☐ 否  ☐ 一次性 ☐ 每年 ☐ 每隔一年

☐ 其他 (請提供詳情): 

行程計劃

☐ 香港

☐ 香港及其他目的地 (請註明逗留其他目的地之日期 / 城市 / 逗留晚數):

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 (樂園)  
日期 到達樂園時間

公司名稱

角色
☐ 活動負責人  ☐ 本地目的地管理公司 / 酒店   

旅行社 (請選擇)：

☐ 香港迪士尼樂園合約包銷商

☐ 香港迪士尼樂園已登記之旅行社 

☐ 尚未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登記之旅行社

☐ 其他 (請提供詳情): 

聯絡人 職銜

聯絡人電話號碼 流動電話號碼

傳真 電郵地址

公司網頁 (如適用)

公司地址 

國家

須於團體到訪日期前最少四星期以電郵遞交申請

企業請遞交申請到 businesssolutions.events@hongkongdisneyland.com
旅行社請遞交申請到 travel.agent@hongkongdisneyland.com

 迪士尼奇妙商務優遊賞申請表
（供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之海外企業團體使用）

第一部分 - 海外企業團體資料

第二部分 - 申請人 /  籌辦單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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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門票

（備註: 每項申請須於同一交易內購買最少100張「1日標準門票」，而小童及長者門票之數量不可超過總人數百份之二十。 所有企業申請，樂園將另行發出門票訂單及
合約。)

1日標準門票（12至64歲）

1日小童門票（3至11歲）

1日長者門票（65歲或以上）

賓客來源地

亞洲 美洲 歐洲、非洲及中東 南太平洋

☐ 加拿大

☐ 美國

☐ 法國

☐ 德國

☐ 中東

☐ 英國

☐ 澳洲

☐ 紐西蘭

☐ 其他 (請提供詳情): 

第三部分 - 團體人數資料

第四部分 - 迪士尼奇妙商務優遊賞尊貴禮遇

第一等級
100–299人

第二等級
300–699人

第三等級
700人或以上

1. 商品優惠券：於同一交易內消費滿港幣$400或以上即可享85折優惠 √ √ √

2. 每位賓客可獲贈迪士尼特色紀念品一份 √ √ √

3. 優先閘口於正門進入樂園1 √ √ √

4. 預留優先座位觀賞「獅子王慶典」1 √ √ √

5. 與迪士尼朋友拍攝團體大合照留念 1

  • 贈送團體大合照一張，並以獨家迪士尼珍藏版相架鑲起 

  • 免費下載數碼版大合照

√ √ √

6. 於樂園內的指定主題餐廳享用迎賓茶點1 √ √

7. 可獲安排一節15分鐘的獨家企業時段，由迪士尼朋友陪同企業行政總裁於「獅子

王慶典」開始前巡行進場2
√

備註: 

1 優惠需視乎供應情況，包括迪士尼朋友、場地、天氣及樂園營運情況
2 獨家企業時段需於兩個月前處理及安排

☐ 印度

☐ 印度尼西亞

☐ 日本 

☐ 澳門

☐ 中國大陸

☐ 馬來西亞

☐ 菲律賓

☐ 新加坡

☐ 南韓

☐ 台灣

☐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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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聯絡人電話號碼

送遞地址

領隊 / 隨團聯絡人

領隊 / 隨團聯絡人電話號碼

第五部分 - 送遞資料

第六部分 - 領隊 / 隨團聯絡人

第七部分 - 其他所需文件
☐ 請提供於香港逗留期間之完整行程以供參考

☐ 請提供正式申請信以供核實及審批，申請信須由海外企業以印有公司抬頭的信紙發出。

重要事項

1. 此迪士尼奇妙商務優遊賞 (“優惠”) 之有效期為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3月31日。

2. 此優惠適用於並非於香港註冊，或主要業務並非於香港境內之公司，而每次申請須於同一交易
內購買最少100張指定價格之香港迪士尼樂園 (“樂園”)「1日標準門票」。香港國際主題樂
園有限公司 (“本公司”) 或需申請者提供相關文件以作核實其公司資格。

3. 所有合資格參加者 (“合資格賓客”) 必須以團體模式同時進入樂園。

4. 此優惠須於到達日期前最少4星期遞交申請。凡超過700名參加者之公司，則須於到達日期前
最少8星期遞交申請。

5. 本公司對每班團體保留優惠供應之最終決定權。

6. 預訂一經確認，本公司保留對每班團體收取訂金之權利。無論任何情況，訂金將不獲退還。

7. 最終參加人數及全費(或餘額，如適用)必須在到達日期前最少2星期確認及繳付，否則此預訂
將被取消。所有費用一經繳付後，預訂將不能取消或更改 (人數增加除外，但須提前獲得本公
司之書面同意)。

8. 團體中如有合資格賓客使用小童及/或長者門票，其人數不可超過團體總人數之百份之二十。

9. 所有門票只供參加者使用，不得轉售、不適用於銷售、推廣或其他商業用途。

條款及細則

10. 本公司將通過其自主選定的快遞公司 (“快遞公司”) 將門票、商品券及活動憑證 (如適用)  
(“包裹”) 送遞至申請者指定之地址。一旦包裹交給快遞公司遞送，這包裹即成為申請者自

己的義務和責任，並且申請者應自包裹交給快遞公司遞送之時起承擔包裹的所有丟失、損壞

及被盜風險。申請者應承擔與包裹在交付所在國清關相關而產生的任何關稅、增值稅和任何其

他海關收費和支出。如果包裹在中途丟失、損壞或被盜竊，申請者不得就該等丟失、損壞或

被盜而要求本公司作出任何賠償。

11. 如得到本公司批准，在此優惠下未使用的門票，可補差價更換為其他適用之門票產品，惟更
換門票數量不得超過團體總人數百分之十。未使用門票須於到訪日期後三十天內，連同迪士

尼特色紀念品換領券(“紀念品換領券”)及商品券(如有提供)一併交還本公司。如未能於以上

限期內交還未使用門票，或未能連同紀念品換領券及商品券一併交還，有關門票將不能更換。

12. 受限於以下一般條款及細則。受限於其他限制及隨時修訂而不作事先通知。 

13. 優惠供應量須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有關限制之定義如下。

門票條款及細則

14. 此優惠之門票必須於門票背面列明之有效日期前使用，否則作廢。

15. 此優惠之門票不可升級至其他種類門票或「奇妙處處通」。

第八部分 - 其他
你是從以下哪個渠道得悉此「迪士尼奇妙商務優遊賞」計劃？

☐ 香港迪士尼樂園會議及活動網站  ☐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展   ☐ 旅行社

☐ 香港旅遊發展局 (Hong Kong Rewards! 計劃)  ☐ 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雜誌  ☐ 再次到訪

☐ 香港迪士尼樂園電子通訊  ☐ 由他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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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券條款及細則

16. 商品券必須於券背面列明之有效日期前使用，否則作廢。

17. 商品券不適用於購買照片、Arribas Brothers系列、PANDORA系列、電子產品 (例如：數碼
相機、CD播放機、收音機等)、非迪士尼產品/便利品(例如：藥物、菲林、電池、H2O+系列)
、SD記憶卡、一次性相機、影音產品（數碼光碟)、樂高產品和本公司不時指定的產品。樂園
購物優惠只適用於每單購物交易最多5件同款限量版/別注版商品。

18. 恕不接受商品券影印本。如遺失商品券，恕不另外補發。

19. 商品券只可使用一次，已使用的商品券將被收回。

「獅子王慶典」優先座位安排條款及細則

20. 優先座位安排將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列明如下。

21. 賓客必須於表演開始前30分鐘到達劇場入口。

22. 本公司保留優先座位安排及表演時間之更改，暫停或取消之決定絕對權利。

娛樂節目，與迪士尼朋友團隊合照及獨家企業時段條款及細則

23. 所有安排將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列明如下。  

24. 本公司保留與迪士尼朋友合照及獨家企業時段的實際安排之絕對決定權利。

25. 本公司保留迪士尼朋友之使用及對活動提供迪士尼朋友與否之絕對權利。本公司保留替代角色
之絕對權利。所有特別要求必須於到達日期最少30日前以書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

迎賓茶點

26. 所有安排將視乎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列明如下。

27. 本公司保留對任何食物及飲品、供應時間及餐廳選擇之絕對決定權利。所有特別要求必須於到
達日期最少14日前以書面形式向本公司提出。

一般條款及細則

28. 優惠供應量視乎供應情況和在分配上對優惠項目(「優惠」) 的數量、類型和其他功能所作的限
制 (統稱為「優惠限制」) 而定。合資格賓客承認本公司在任何時間均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或改
變優惠供應情況和優惠限制而恕不另行通知。

29. 優惠門票之發出及進入樂園之賓客均受此條款及細則，及香港迪士尼樂園規則約束，有關規則
列明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網頁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樂園網頁”) 及印於樂園指
南上。樂園指南可於樂園售票處及賓客服務地點索取。基於樂園客量，惡劣天氣，特別活動，

安全、保安或秩序理由，或本公司認為有情況所需，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或會不時更

改營運時間，暫時關閉樂園或任何部份，限制進入樂園的人數，及/或暫停任何遊樂設施或取

消任何娛樂節目，而不作事先通知及毋須退款或賠償。

30. 本公司保留決定餐廳及商店營運時間之絕對權利。

31. 此優惠不可轉讓、交換、退款或轉售。此優惠不可與其他門票推廣優惠或折扣優惠一併使用。

32. 如本公司有合理理由相信合資格賓客違反本條款及細則，本公司保留取消其進行交易及／或享
用此優惠之權利。本公司有酌情權在有或沒有原因的任何時間或情況下，拒絕任何人進入樂

園而毋須退款或賠償。

33. 本公司有權隨時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或終止或暫停此項優惠而不作事先通知。 

34. 此優惠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律所提供。此優惠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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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本公司擁有對此條款及細則最終之解釋權。本公司保留就爭議及與此優惠有關任何問題之最終
決定權。

36. 以上條款及細則以英文及其他語文編寫，如其他語文及英文本有歧異或矛盾，概以英文本為
準。

37. 此等條款及細則構成本公司與於指定銷售地點（包括樂園網頁）從本公司購買此等條款及細
則所述之產品或服務的人士之間的協議。任何不屬本協議締約方的任何人士，於合約（第三

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下無權執行本協議任何條款。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在此優惠下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能被用作與處理您的要求或查詢、執行我們於商務交易上的條款、用於我們的內部業務和行政目的或其他直接相關的目的，或法律、安全或保安目的。我們需要您就

必須填寫的欄目提供個人資料，以向您提供您所要求的產品或服務。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被移轉給參與履行上述目的的第三方、或法律要求的其他人。您可於www.hongkongdisneyland.com/

personal-data-transferees 參閱個人資料承讓人名單。有關本聲明的查詢或要求存取或修改我們管有的您的個人資料，請透過電郵聯絡個人資料經理personaldata@hongkongdisneyland.com。

授權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fill_9: 
	fill_10: 
	fill_11: 
	fill_12: 
	fill_13: 
	fill_14: 
	fill_15: 
	fill_16: 
	undefined: 
	undefined_2: 
	fill_5: 
	fill_17: 
	fill_18: 
	undefined_3: 
	fill_6: 
	fill_19: 
	fill_7: 
	fill_20: 
	fill_8: 
	fill_21: 
	fill_22: 
	fill_23: 
	fill_24: 
	fill_6_2: 
	fill_7_2: 
	fill_8_2: 
	toggle_10_2: Off
	toggle_11_2: Off
	toggle_12_2: Off
	toggle_13_2: Off
	toggle_14_2: Off
	toggle_15: Off
	toggle_16: Off
	toggle_17: Off
	toggle_18: Off
	toggle_19: Off
	toggle_20: Off
	toggle_1_2: Off
	toggle_2_2: Off
	toggle_3_2: Off
	toggle_4_2: Off
	toggle_5_2: Off
	toggle_6_2: Off
	toggle_7_2: Off
	toggle_8_2: Off
	toggle_9_2: Off
	undefined_4: 
	fill_2: 
	fill_3_2: 
	fill_4_2: 
	fill_5_3: 
	fill_6_3: 
	fill_7_3: 
	toggle_1_3: Off
	toggle_2_3: Off
	fill_1: 
	First Time in HK: Off
	到訪香港次數: Off
	行程計劃: Off
	Role: Off
	Section H: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