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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已踏入五週年，我們會繼續努力為賓客締造世界級的

娛樂體驗，為演藝人員提供發展機會，肯定他們的努力。同時，我們

承諾繼續服務社區和保護環境。

香港迪士尼樂園一向著重關懷社區，迪士尼義工隊在2009年為社區服

務超過4,000小時。今年舉辦的社區活動十分成功。其中，「迪士尼兒

童基金」所收到的申請較2008年增加八成。香港迪士尼樂園很高興可

以參與多項社區活動和共融計劃。

我們承諾為演藝人員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讓他們全情投入為賓

客締造難忘的體驗。今年，「迪士尼星級款待」活動取得空前成功，

演藝人員的卓越表演深受讚賞，成績有目共睹。

在環保方面，我們一直貫徹愛護環境的宗旨。公司在發展產品和決策

時，環保是一個重要考慮的因素。香港迪士尼樂園很高興度假區兩間

酒店的環保工作贏得多項殊榮。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

金民豪

各 位 關 懷 社 區 的 朋 友 :

1

20092009

Community
REPORT

DISNEYLAND® RESORT

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www.disneyland.com/publicaffairs 

http://hkcorporate.hongkongdisneyland.com



迪士尼義工隊參與超過4,000小時

的義務工作。

香港迪士尼樂園參與超過100項本

地社區活動。

香港迪士尼樂園新設計2條賞樹

徑，加上2007年及2008年推出的

三條賞樹徑，數目增至五條。

為大專院校、職業培訓學校及殘

疾人士提供逾200個實習機會。

超過10萬名來自基層及本地社區

團體的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曾

受惠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服務

計劃。

香港迪士尼樂園成立獎學金，每

年獎勵12位本地的娛樂及演藝優

材生。

我們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演藝人

員，能操超過20種不同的語言。

自2006年起，香港迪士尼樂園用

電量減少10%。在沒有增加用電

量的情況下，仍然足以支持新

增的「小小世界」及其他設施的

運作。

每年，香港迪士尼樂園回收接近

1,400噸廢紙、塑膠、食物廢料和

非傳統可再循環物料，減輕堆填

區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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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面關注環保、社區服務、工作環境和產品各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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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corporate.hongkongdisney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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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資訊，請瀏覽 

www.disney.com/crreport。

捐助總值

250萬
物資予本地

慈善團體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3

2 4 萬 
小 時 培 訓
香港迪士尼樂園演藝人

員接受逾24萬小時的迪

士尼培訓。

5 , 0 0 0 名 
演 藝 人 員
超過5,000名演藝人員受

僱於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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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與年並進
香港迪士尼樂園致力與政府及非牟利機構合作，幫

助本地有需要的兒童。「迪士尼兒童基金」是一項

在2008年推出的大型計劃，旨在幫助18歲或以下的

兒童學習、培養品格和與家人建立緊密關係。2008

年獲資助的計劃有3,000名兒童直接參與，300,000名

兒童從計劃中受惠。「迪士尼兒童基金」首年的成

功，2009年的申請計劃數目增加八成。

書本奇妙力量
迪士尼義工隊參與公益活動，為社區增添動力，同

時大大提升演藝人員士氣。2009年香港迪士尼樂園

共舉辦36項義工活動，迪士尼義工隊為社區服務逾

4,000小時。其中，「迪士尼故事分享」活動透過家

長與小朋友一同演繹迪士尼＜獅子王＞故事，讓他

們增進彼此感情。藝員鄧健泓及楊思琦親身到場支

持，令活動更見熱鬧。

「沖」出社區
百多名長者及他們的親人獲邀一同觀賞迪士尼‧彼

思動畫最新電影《沖天救兵》。故事講述一位老人

家遇上一位年輕人後，尋找到新的人生樂趣，內容

激勵人心。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金民豪

及一班迪士尼義工主持活動，為各位特別嘉賓送上

茶點和紀念品。不少嘉賓更是首次到戲院欣賞電

影。

綠色團隊
為支持「世界環境日」，迪士尼義工隊與其他本地

機構一同清潔東涌紅樹林。紅樹林是一個多樣化自

然生態環境，在生態系統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藉藝術宣揚共融
迪士尼義工隊為東涌海濱長廊繪畫一幅全新的壁

畫，宣揚健康生活及社會共融訊息。

「人生中最美好的

事不在於你的個

人成就，而是你

為所愛、尊重及

希望獲得尊重的

人做過些甚麼。」

 華特．迪士尼

迪士尼義工隊熱心參與社區的公益活動，支持各項大型社區活動。我們的演藝人員很高興有機會參加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各項慶典。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親善大使羅智豪及60位迪士尼義工聯同10,000名

青少年一同參加由香港青年聯會籌辦的主題晚會及大巡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金民豪及樂園

度假區親善大使又率領其他60位義工參加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舉辦的巡遊活動，出席者還包括本地及內

地的高級政府官員。

投入社區

社區服務一直是公司文化的重要一環，我們多年來積極配合

兒童與家庭的需要，支持藝術及培訓新一代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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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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再用、再造

今年，度假區擴大廢物回收的種類，包括電子廢物及器材、玻璃瓶和含水銀的光管。收集的玻璃瓶，經沖

洗後會送到本地玻璃回收廠，循環再造成建築物料，如鋪路石塊。另外，度假區其中兩間快餐店開始使用

可再用餐具，其餘的快餐店將會分階段推行。這些措施會大幅降低每年棄置的廢料。

保護環境
由最早期的迪士尼主題樂園開始，保護環境已是公司業務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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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時刻以環保為先。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節約用水和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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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主要範疇落實環保工作。

節約能源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酒店客房、辦公室及後台

工作範圍正逐步更換T5光管及LED燈膽等合乎能源

效益的照明設施。最近，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和香港

迪士尼樂園酒店已在所有客房換上共1,500個LED燈

膽，估計每年節省電力約80,000千瓦小時，相等於

香港一個家庭17年的平均用電量。度假區又重新編

制照明系統，讓樂園內的照明設施在關門後按區域

提早關掉。這些能源節約措施推行後，即使樂園增

加新的遊樂設施，如「小小世界」及其他附屬建

築，我們的能源用量仍能逐年遞減。

減低排放
自樂園開幕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度假區實施多項減排措施，包括調節探險世界

內火炬的大小及運作時間和森林河流之旅的火焰及

煙霧效果，並提高廚房設備的節能效果。這些措施

大幅減少煤氣用量。此外，我們開始以混合動力車

及太陽能推動車等環保車輛取替現有車隊。

卓越表現
樂園在環境保護方面付出的努力喜獲認同。香港迪

士尼樂園酒店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榮獲2008香港環

保卓越計劃酒店及飲食業金獎，嘉許在環境保護方

面的卓越表現。該個獎項被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譽為

「綠色奧斯卡獎」，為香港最著名的獎項之一。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節約用水和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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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主要

範疇落實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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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香港迪士尼樂園承諾為演藝人員營造一個安全、共融和彼此

尊重的工作環境。我們提供各種培訓和發展機會，讓演藝人

員持續發展和邁向成功。度假區還舉辦各式活動，提供不同

設施及資源，鼓勵演藝人員保持健康生活。我們秉承傳統，

時刻在品質、道德及社會責任方面維持最高水平。我們相

信投放資源打造的優質工作環境，是吸引眾多演藝人員選

擇在迪士尼工作的原因。

持續發展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成功有賴一眾熱誠勤奮的

演藝人員，因此，我們非常重視表揚傑出表現演藝

人員。演藝人員有機會在不同部門工作，在不同職

位學習和成長。自樂園開幕以來，已有近五份之一

的演藝人員獲得晉升、內部調職或擴大工作範疇的

發展機會。

平等機會
度假區在2007年推出「殘疾人士學徒計劃」為殘

疾人士提供培訓及工作機會，教授他們相關工作技

巧，讓他們有自力更生的能力。為了在工作環境中

推動共融文化，人力資源部一直與本地非牟利慈善

機構緊密聯繫，挑選合適的人選參與計劃。自計劃

推行以來，參與的學徒數目共40名。當中有不少更

成為樂園的全職或兼職演藝人員。另外，香港迪士

尼樂園與多間社會服務團體合作，以項目形式僱用

殘疾人士。

星級款待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3月至5月舉行「迪士尼星級款

待」，讓賓客向親朋好友衷心致意。賓客只要到

美國小鎮大街的市鎮會堂領取一個「星級徽章」，

便可提名他們的重要人物 ― Very Important People 

(VIP)，演藝人員會為這些VIP貴賓帶來奇妙時刻。

約4,200 名演藝人員參與了一個名為「Bringing Stars 

to Cast and Guests」的培訓課程，課程先培訓前線

領袖，再由他們向各個前線演藝人員授課，教授他

們如何讓賓客有一段難忘的星級體驗。VIP貴賓會

獲發2張表揚卡，以嘉許傑出表現的演藝人員。在

這個計劃下，演藝人員收到的表揚卡超過43,000

張，928位演藝人員因而獲得星級演藝人員徽章。

天水圍是香港其中一個基層社區，面對很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區內大部分青少年都沒有機會獲得高等教育

或有前途的工作。有見及此，本地非牟利機構公益企業推出ENGAGE活動，集合本港企業，以行動支援這

個社區。香港迪士尼樂園邀請100位活動參加者到訪樂園體驗奇妙之旅，表揚他們的努力和承諾，同時，讓

他們了解迪士尼的日常運作、工作機會及樂園對演藝人員的承諾。

回饋社會 

「演藝人員收到超過

43,000張賓客表揚

卡，928位演藝人員

更因而獲得星級演藝

人員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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