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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
 迪士尼義工落力清除薇金菊，保持濕地生

態平衡。薇金菊是一種迅速覆蓋和減少其

他濕地物種生存空間的植物。



 

親愛的朋友︰

香港迪士尼樂園自2005年開幕以來，一直

極力希望成為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度假區，因此

我們在多方面努力，包括承諾服務社區、保護

環境及締造一個良好環境讓員工發展事業。

我們很高興在2008年正式成立「迪士尼兒

童基金」，協助非牟利慈善機構推行多項具創

意計劃，造福本地兒童。此外，自開幕以來，

迪士尼義工隊共為社區服務1萬9千小時。

香港迪士尼樂園把「環保意『蟋』」融入日

常運作中。「環保意『蟋』」是華特迪士尼公 

司對提倡環保理念的專有名稱。我們積極地在 

日常運作中實踐環保工作，由使用慳電膽，以

至在採購時盡量使用環保產品等，都實踐著保

育及保護環境的承諾。

演藝人員每日以為賓客締造奇妙旅程為榮，

度假區領導團隊積極為演藝人員提供發展機

會，讓大家與公司同步成長。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

金民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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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序言



• 僱用 5,000 名演藝人員。

• 平均每四位演藝人員便有一位得到晉升及擴大職務。

• 循環再造計劃每年回收 1,350 噸廢紙、塑膠、廚餘和其他非

傳統可循環再造廢料，減輕堆填區負荷。

• 慈善捐獻、資助及獎學金超過港幣 300 萬元(大部分計劃均由

華特迪士尼公司支持)。

• 捐贈價值逾港幣 200 萬元的商品和物資。

• 度假區所舉辦的活動，造福超過 100,000 位兒童。

• 迪士尼義工隊為社區服務超過 4,100 小時，自樂園度假區開

幕至今共累積 19,000 小時的服務。

• 超過 90,000 位兒童曾參與「迪士尼環保挑戰獎勵計劃」。

• 捐贈 5 個特別設計的遊戲室及壁畫予本地的公立醫院。

• 超過 20 位身患頑疾的兒童獲「願望成真」計劃安排到訪香港

迪士尼樂園。

2008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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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惠及賓客、演藝人員、

社區及公司，努力締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提升公司品牌

形象，以及鞏固與賓客、客戶和社區夥伴的關係。

我們全面關注在環保、社區服務、工作環境和產品各

方面發展，尤其重視兒童及家庭的需要。

這份報告簡述我們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各項措施。

你可登入http://corporate.hongkongdisneyland.com/

discover/community.html 瀏覽更多有關社區服務和安

全措施的資訊。

如欲參閱有關華特迪士尼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資訊，

請瀏覽www.disney.com/crreport。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惠及賓客、 

   演藝人員、 

  社區及公司…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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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社區
社區服務一直是公司文化的重要一環。華特．迪士尼經常親身到醫院探望兒童，投

放資源支持服務有需要兒童的機構。我們多年來積極支持藝術及培訓新一代演藝人才。

除參與公益活動外，公司透過課稅和採購本地商品及服務等支持本地經濟。我們聘

請、培訓及發展本地人才，鼓勵員工投入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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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動及社區服務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慈善活動和社區服務，主

要集中三方面︰兒童與家庭、「環保意『蟋』

」及義工活動。

香港迪士尼樂園透過多項活動鼓勵及啟發兒

童，與政府部門和非牟利機構 緊密合作，

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在2008年4月成立「迪士

尼兒童基金」，進一步貫徹我們對兒童福利的

承諾。

在環保方面，香港迪士尼樂園持續舉辦「迪

士尼環保挑戰獎勵計劃」，讓本地的中小學生

透過此活動簽訂環保約章，鼓勵他們身體力行

支持環保，更推出「自然之旅在迪士尼」的環

保教育活動。

迪士尼義工隊在我們的慈善和社區服務上擔

當重要角色。迪士尼義工隊是迪士尼的獨特傳

統，在公餘時間參與和香港社區息息相關的社

會服務。

我們的演藝人員熱心支持

社區，以私人或迪士尼義工隊

成員的身份投入義工服務。華

特迪士尼公司成立迪士尼義工

隊，旨在 鼓勵 演藝人員參

與義工服務。香港迪士尼樂

園的演藝人員在2008年參與

義工服務超過4,100小時。樂

園度假區自開幕以來累積共

19,000小時的社區服務。

義工展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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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兒童基金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華特迪士尼公司的支持

下，在2008年4月成立「迪士尼兒童基金」，首

年捐贈近港幣100萬元(12萬9千美元)，資助本

地7所非牟利機構舉辦具創意兒童福利活動。

「迪士尼兒童基金」資助的眾多項目中， 

「小小共融雜耍家」極具 創意，以提倡社會共

融為本，讓能力障礙兒童學習特別為他們設計的

雜耍技能，從而改善和訓練兒童的運動機能 。

2008年5月，中國四川省

發生強烈地震，香港和內地

同胞迅速施予援手，香港迪士

尼樂園即舉辦籌款，向演藝人

員募捐，為災民籌得超過港幣

100萬元 (約美金12萬9千元)

。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宣佈額

外撥出港幣 780萬元(100萬

美元)捐助四川災民。

賑災籌款

受惠機構
「親切」是一所本地

非牟利機構，為兒童、青少年

和家庭舉辦意念創新的共融活

動。「親切」的總監湯崇敏女

士表示︰「在為期一年的計劃

當中，迪士尼義工利用私人時

間與兒童一起參加雜技活動，

培養彼此默契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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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旅
迪士尼義工隊與醫院管理局合辦「迪士

尼歡樂童心計劃」，帶領住院兒童外出享

受大自然之旅和為他們講述迪士尼故事。

明愛醫院懷義樓為一所服務16歲或以

下嚴重智障兒童的醫療院社。迪士尼義工

隊為住院兒童安排一連串院外遊樂活動，

帶領適宜外出的住院兒童外遊，令他們 

得到 多元化 的感官體驗。

培育人才

「有機會與住院兒童出外走走，到

郊外、香港迪士尼樂園或濕地公園

遊玩，確實讓每位參與活動的人感

到非常快樂和滿足。」

梁健偉
迪士尼義工隊領袖委員會成員

香港迪士尼樂園有賴才華洋溢的演藝

人員為賓客帶來奇妙體驗，因此深明投入

資源培育人才至為重要。「迪士尼獎學

金」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在香港成立的首個

獎學金計劃，為來自香港演藝學院舞蹈、

戲劇、音樂和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的優材

生提供獎學金，在2007年成立以來，每

年獎勵12位優材生。

古典結他學

生溫逸朗為

2008年度獎

學金得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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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自然

農曆新年花車巡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擁有美麗的園林景致，過

百萬的花草樹木在度假區內繁茂生長，絕對是個探

索和欣賞自然景致的好地方。

為了讓更多賓客欣賞度假區內的自然美景，香港

迪士尼樂園的園藝團隊與本地非牟利環保團體綠色

力量合作推出「自然之旅在迪士尼」計劃，提供五

條適合一家大小的自然教育徑。

這些自然教育徑都經過精挑細選，介紹樂園內具

特色的草木和聚居的蝴蝶與雀鳥。其中四條自然徑

免費開放予公眾參觀。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以來一直投入香港社區，熱

心參與本地節慶活動，如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農曆新年花車巡遊為香港

人和遊客期待的新年節慶活動，這個一年一度的盛

會有特色花車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參與，為佳

節更添熱鬧氣氛。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花車及迪士尼義工隊，在巡遊

所到之處向途人送上新年祝福。香港迪士尼樂園的

花車更連續兩年獲公眾投票選為最佳設計花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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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
早於華特•迪士尼的時代，保護環境和保育工作已經在迪士尼全球的主題樂園和作品中不斷重覆展現。

華特迪士尼公司秉承傳統，結合科技、公司專才和技能，實施一連串的計劃和措施，推動演藝人員和賓客

在日常活動中時刻以環保為先。

香港迪士尼樂園有專責團隊監察公司設施、運作和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在六個主要範疇落實環保工作，

包括節約用水和能源、保護生態、減少廢物和溫室氣體排放，以及鼓勵各界身體力行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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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食水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面積廣闊、綠樹成蔭，灌溉

無疑需要大量用水。樂園以 節約 用水為重點，使用

度假區內的迪欣湖作為儲水庫，提供水源作灌溉之用。

迪欣湖四周群山上的雨水由引水道流入人工湖內儲存，

以供整個樂園灌溉系統之用。

樂園的灌溉系統非常精密，根據天氣狀況決定灌溉

的時間及適量的用水。電腦系統可以根據泥土的類型、

植物的種類和天氣的變化，計算最佳的灌溉方式。直至

現時為止，這些設施為香港迪士尼樂園成功節省百分之

七十的食水。

慳電膽所需的電力只是舊式燈膽的三分之一，絕對是節約能源之

選。因此，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和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已在大部分客

房及公共地方換上慳電膽。

此外，度假區亦會在各項娛樂設施的設計和發展中落實 環保
方案。在樂園於2007年舉辦的首個「迪士尼雪亮聖誕」項目中，

我們已開始採用合乎能源效益的LED燈膽照亮睡公主城堡。

此外，樂園內及後台工作範圍的空調系統亦調校至平衡舒適又合

乎能源效益的溫度。

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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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開幕以來，香港迪士尼樂園不斷探討 創新 
方法，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採購程序為其中一環。

度假區進行採購產品及服務時，會仔細考慮從設計、挑選

原材料、製造工序、包裝、物流以至棄置等環節，整個過程

是否都合附環保原則。例如，度假區酒店內所有木製傢俬均

來自有良好管理認證的森林，樂園商店採用的膠袋都由可完

全降解的物料製造。 

2007年，「香港環保採購約章」正式成立，香港迪士尼

樂園是創會成員之一。約章的宗旨是集合有共同環保理念的

公司，在香港推動綠色採購的意識，並鼓勵社會各界多採用

有利環保的產品。

採購也環保

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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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再造和減少廢物
為了減少要棄置的廢物，我們持續開啟創新的方法實行 

「3R守則」，即是「減量 (Reduce)、再用 (Reuse) 和  

再造 (Recycle)」。

有機廢料循環再造計劃就是其中一個好例子。通過計劃，收集

廚餘和園藝廢料循環再造成混合肥料，在度假區內用作施肥。

「小小的改變加起來就會帶來大大的改善。使用可重用的物件是

一個關鍵 — 否則的話，你可以想像到每天有多少人會丟掉用完

即棄的廢物的數量。」

鄭宇深
環境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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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演藝人員和賓客溝通
「地球日」是我們與賓客分享環保訊息的一個很好的平台。迪士

尼自1992年已經開始慶祝地球日，香港迪士尼樂園自開幕以來持續

參與。度假區更在2007年舉辦一系列的活動慶祝第37屆地球日。演

藝人員和賓客從中了解度假區對環保所作的 承諾 及採取的措施，

同時更明白如何為改善環境出一分力。

「自然之旅在迪士尼」在探險世界新增的自然徑及樂園內地方舉

行的活動，讓賓客在玩樂的同時學懂更多有關保護環境的知識。

提昇賓客的環保意識之外，度假區亦非常著重教育演藝人員的

環保意識。2007年4月，演藝人員「環保意『蟋』」委員會正式成

立，由演藝人員以自願性質參與。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共同商討新

穎方法，使樂園更為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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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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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
華特迪士尼公司承諾為迪士尼主題樂園及度假區和世界不同角落工作的迪士尼演藝人員

營造一個安全、共融和彼此尊重的工作環境。

每位演藝人員都是「華特迪士尼公司奇妙體驗」的一環，我們秉承傳統，盡力維護公司

聲譽，時刻在品質、道德及社會責任方面維持最高水平。我們相信，這些嚴格標準是吸引很

多演藝人員選擇到迪士尼工作的原因。

香港迪士尼樂園提供各種培訓和發展機會，為演藝人員提供成長和邁向成功的道路。度

假區還會舉辦各式活動，鼓勵演藝人員不論工作及工餘期間都能保持健康平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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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成功有賴一群熱誠勤

奮的演藝人員，因此非常重視如何 表揚 
和 欣賞 傑出表現員工。演藝人員有機會

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在不同的職級都能得到

成長及學習的機會。

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以來，已有近四份

之一的演藝人員獲得晉升、內部調職或擴大

工作範疇的發展。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工作體驗

「我很高興可以在不同的崗位工

作，認識不同的人，接受各種挑

戰。感謝香港迪士尼樂園給我這個

機會。」

吳元俊 (內部調職)
迪士尼觀光服務組 (前任遊樂設施營運組)

「感謝商品部經理們和其他隊員的

支持，讓我獲得晉升的機會。」

柳嘉欣(晉升)
商品部組長(前任商品部款待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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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迪士尼公司的歷史、迪士尼服務宗旨、香港迪士尼樂

園的運作模式和迪士尼文化是所有演藝人員的必修課程。這

些知識有助團隊建立鞏固的 根基，加深演藝人員對所擔當

角色的了解。每位演藝人員平均接受近50小時的培訓，所參

與的課程按照所擔當的角色和功能設計。

接受基礎培訓之外，所有演藝人員都必須參與名為「廉

潔正直地工作」的課程，亦有機會獲邀參與其他旨在增強自

信和工作技能的培訓課程，如「開心的我，開心的賓客」計

劃，讓他們為賓客締造完美體驗時更得心應手。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迪士尼大學精心編訂各式各樣培訓課程，

為演藝人員提供持續的 在職培訓 及 發展機會。

重視學習和發展

分享知識
「我們全力營造富趣味和輕鬆的培訓環境，讓演藝人員透過雙向溝通互相學習。」

區冠中
迪士尼大學

19



支持多元及共融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演藝人員來自不同的

背景。度假區聘有超過30個不同國籍的演

藝人員，他們來自世界各地，男女比例平

均。2007年，樂園更開展了「殘疾人士學

徒計劃」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實習計

劃」兩個新計劃，招聘更多背景不同的演藝

人員。

度假區透過演藝人員的培訓計劃，提倡

共融文化，管理團隊和領袖們都會接受

這些培訓，學習如何帶領多元的團隊。

2008年初，「演藝人員關懷網絡」正

式成立，提供渠道讓演藝人員在人事或工作

上遇到困難時，可即時向領袖尋求協助。演

藝人員關懷網絡有清晰的指引，讓他們無論

遇上任何問題，都會得到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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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在2008年與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 合作，提供超過150名學

生提供實習機會，同時配合相關迪士尼

大學的培訓。

殘疾人士學徒計劃
度假區在2007年推出為期9個月的 

「殘疾人士學徒計劃」，為學徒們提供全面 

培訓，再循序輔助他們從兼職轉為全職工

作。我們明白到演藝人員對計劃的 支持 
非常重要，因此同時為學徒的領袖及工作夥

伴提供適當的培訓。

該計劃成功 推行，在 2008年得到進一

步擴大，參與的學徒數目增加百分之五十，

參加計劃的學徒有百分之六十留任作兼職演

藝人員。

學徒們將會首次獲編入酒店園藝團隊及

商品部工作。每位學徒都會接受9個月編排

有序的工作計劃，並由一位經理專責指導。

負責的經理亦會與人力資源部和轉介學徒的

非牟利慈善機構緊密聯繫。度假區致力培育

這些寶貴人才，盡力支持每位學徒。

學生實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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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迪士尼公司贊助印刷此社區報告

歡迎瀏覽 http://corporate.hongkongdisneyland.com 

/discover/community.html 查看更多香港迪士尼樂園

的社區活動資訊。

2008社區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