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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本园） 

「约会动物」系列活动条款及细则 

（适用于「约会大熊猫」、「约会海象」、「约会海狮」、「约会海豚」、「约会小狐獴」及「约会大象龟」活动。） 

 

谁能参加「约会动物」系列活动？ 

为保障参加者、本园职员及动物的健康和安全，本园特此制订以下《参加者资格及条件》。每位参加者必须符合《参加者资

格及条件》，方可参加本活动。参加者必须注意，活动期间均会涉及一定程度之不可预测性，因此参加者必须谨慎遵守本园

职员的指示，以及能够对该指示作快速之反应。在活动进行期间，如本园职员发现任何参加者并不符合《参加者资格及条件》

中任何一项，该参加者将会被要求终止参与本活动，而参加者必须立刻遵照此等指示。 

 

甲部：参加者资格及条件 

1. 此活动参加者必须年满 3 岁。「约会海豚」之参加者必须年满 3 岁及身高至少 1 米。 

2. 所有参加者必须付费。本活动不接受随行访客（包括 3 岁以下小童）。 

3. 合资格的 3-11 岁之参加者必须由已付费并符合参加本活动要求的家长／监护人
注 1

陪同参与。（每位合资格并已付费的

家 长／监护人最多可陪同两位合资格并已付费的 3-11 岁参加者进行活动） 

4. 每位参加者必须填写及签署一份健康申报表及一份豁免责任书。 

5. 合资格而未满 18 岁之参加者，须于活动开始之前，由其家长/监护人加签以确认同意健康申报表及豁免责任书之内容。  

6. 参加者必须除去身上不必要的饰物，并须于活动期间穿上由本园提供之工作服及安全设备。长头发必须用没饰物的橡

皮圈扎好。指甲上贴有饰物之人士必须于活动开始前以医生胶布包好指甲。 

7. 参加者必须能够在遇上紧急事故时，于本园职员的指示下迅速离开活动场地。 

8. 所有参加者于活动前必须由本园职员量度体温，若体温高达摄氏 38 度，本园职员有权拒绝参加者参加活动。 

9. 本活动并不建议孕妇参加。如有孕妇欲参与此活动，必须出示经由本港注册医生发出之有效证明文件，以证明该孕妇参

与此活动是安全的。 

10. 任何参加者若感染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香港法例第 599 章）第一附表中载明之任何传染病
注 2

，均不得参与本活动。 

11. 参加者如患有以下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发烧、咳嗽、伤风/感冒、作呕/腹泻、皮肤病、有伤口、心脏病、肺病、血友病、

癫痫症、接触动物时出现昏厥/眩晕/失去知觉征状、对植物/动物/水有恐惧、或对植物/动物/昆虫/海水敏感(症状包括皮

肤出疹，眼睛及嘴唇肿胀，及呼吸困难等)或免疫缺损者、受药物或酒精影响，并不适合参与本活动。 

12. 在任何情况下，参加者均须绝对遵从本园职员之指示。本园职员拥有最终权力决定任何参加者是否适合参与活动，并为

确保安全或秩序之情况下，有权拒绝任何人士参与活动。 

13. 如参加者在活动其间遗失或损毁本园财产，参加者须照价赔偿。 

14. 本园有权更改以上之参加者资格及条件，并无需另行通知。 

 

注 1: 「监护人」的涵义与《未成年监护人条例》中该词的涵义相同。 

注 2: 该传染病包括急性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 、阿米巴痢疾、炭疽、杆菌痢疾、肉毒中毒、水痘、基孔肯尼亚热、霍乱、小区型耐甲氧西林金黄葡萄球菌

感染、2019 冠状病毒病、克雅二氏症、登革热、白喉、肠病毒 71 型感染、食物中毒、乙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侵入性)、汉坦病毒感染、侵入性肺炎

球菌病、日本脑炎、退伍军人病、麻风、钩端螺旋体病、李斯特菌病、疟疾、麻疹、脑膜炎双球菌感染(侵入性)、中东呼吸综合症、流行性腮腺炎、

新型甲型流行性感冒、副伤寒、鼠疫、鹦鹉热、寇热、狂犬病、回归热、风疹(德国麻疹)及先天性风疹综合症、猩红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感染、天花、猪链球菌感染、破伤风、结核病、伤寒、斑疹伤寒及其他立克次体病、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肝炎、西尼罗河病毒

感染、百日咳、黄热病、寨卡病毒感染。(此乃 2020 年 4 月 29 日版本，应以最新法例修订为准)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938EA67D984242FB482575EF00209D5A/$FILE/CAP_599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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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报名须知 

由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如欲参加，建议透过以下所列之报名方法预先报名。有关活动详情或有任何查询，

可于以下途径索取或请致电 （852）3923-2328（接通后选择语言，续按[1]字）或探索及教育部联络。 

• 海洋公园网页: www.oceanpark.com.hk 

• 本园入口处之游客服务中心; 或 

• 本园入口处之正门票务处 

 

报名方法 

1. 参加者可透过以下方法报名： 

预先报名： 

• 透过海洋公园官方网页或亲临海洋公园正门票务处: 最少于活动日前 1 天下午 5 时前； 

• 申请之活动日期必须为由申请日起计算的三个月内。 

即场报名： 

如活动名额尚未额满，可于以下截止报名时间前于海滨礼品廊及北极购物村即场报名。 

活动 截止报名时间  活动 截止报名时间 

「约会小狐獴」 

(活动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 

下午 1:00（下午 2:00 时段） 

下午 3:00（下午 4:00 时段） 
 

「约会海豚」 
下午 1:10（下午 2:30 时段） 

下午 2:30（下午 3:50 时段） 「约会小狐獴」 

(活动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 

下午 12:45（下午 1:45 時段） 

下午 2:45（下午 3:45 時段） 
 

「约会海象」 下午 2:45  「约会海狮」 下午 2:40 

「约会大熊猫」 下午 1:00  「约会大象龟」 上午 10:30 

2. 参加者必须准时于指定地点集合，逾时不候并会被视作弃权论。 

3. 工作人员将于活动集合地点核对参加者之姓名及活动门票或确定信。 

4. 本活动之费用并不包括入场门票，参加者必须持有活动当日有效之海洋公园入场门票。 

5. 除丙部所列明之情况外，已确定之活动日期不可更改。所有已缴交之参加费用恕不退还，亦不得转让他人。 

6. 每节名额： 

「约会海豚」– 7 位 ／「约会海象」 – 10 位 

「约会大熊猫」／「约会海狮」／「约会小狐獴」／「约会大象龟」 – 8 位 

7. 「约会小狐獴」／「约会大熊猫」活动之参加者于活动期间不会与动物有身体接触。 

8. 「约会海豚」／「约会海象」／「约会大象龟」活动之参加者或须蹲下进行部分活动。 

9. 「约会大熊猫」／「约会小狐獴」活动之参加者须穿着运动鞋参加本活动。 

10. 本活动不接受随行访客（包括 3 岁以下小童）。 

11. 活动主要以广东话进行，辅以英语及普通话。 

12. 参加者未经本园监督许可，不得携带任何仪器或器具（包括相机及任何摄录器材）进入活动场地。 

13. 参加者请于活动日最少两天前联络本园以确认随团摄影师拍照服务。活动费用并不包括相片及录像，需额外付费购买。 

14. 所有于本园拍摄之照片或影像，除事先经本园批准，否则不得作商业用途。 

15. 于活动进行期间，本园会提供储物柜予参加者存放个人物品，惟本园并不建议参加者携带贵重物品。本园对参加者任何

财物之遗失或损毁，恕不负责。 

http://www.oceanp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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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活动内容、行程、日期及报名方法可能因动物状态或因应个别情况而作出更改或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17. 我们会于活动日后的六个月合理期间内采取所有切实可行步骤销毁阁下的个人资料。但如阁下同意或不反对在直接促

销中使用下的个人资料，我们可继续保留及使用阁下的个人资料（主要为阁下的姓名及联络详情）向阁下直接促销产品、

服务、活动及其他目的，直至阁下随时选择不接受直接促销。 

 

 

丙部：活动取消 

本活动有可能因以下情况而取消： 

1. 恶劣天气，包括但不限于 

 「约会海豚」／「约会海狮」：香港天文台发出之 3 号或以上之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暴雨警告信号（黄色、红色或黑

色），以至本活动不能进行；或 

 「约会大象龟」／「约会小狐獴」／「约会海象」／「约会大熊猫」：香港天文台发出 8 号或以上之热带气旋警告

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以至本活动不能进行；或 

2. 基于参加者、本园职员或动物的安全理由而取消活动；或 

3. 本园之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或其授权人拥有最终决定权实时终止或取消本活动。 

 

本园会为因上述情况而受影响之参加者，重新安排活动日期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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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园公司（「本园」或「我们」） 

收集个人资料声明 

我们为了下列理由在此收集阁下的个人资料，并以此声明

及本园的个人资料私隐政策声明中所列明的指引及原则，

处理及持有该等数据。该等指引及原则广泛适用于我们持

有的资料。我们力图充分遵守香港法例第 486 章个人资料

（私隐）条例的条文。 

我们提供此声明以表明我们对保护阁下私隐的坚定承诺及

披露我们收集及移转资料的惯常做法。 

收集方式 

我们主要透过请求阁下填写表格或问卷直接收集个人资料，

亦会为提供阁下要求的服务、活动或设施收集个人资料。 

我们亦可能收集有关阁下的互联网协议地址、浏览器类型、

域名及浏览时间的数据。 

可能被收集的个人资料 

我们为提供服务、活动及设施，视乎所提供的服务、活动

及设施的性质，需要阁下不时向我们提供不同种类的个人

资料。我们收集的个人资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阁下的

姓名、年龄、称谓、职位、地址、联络号码（包括流动电

话及传真号码）及电邮地址。该等个人资料亦可能关于跟

阁下要求的信息、服务、活动或设施有关的其他人士，例

如阁下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资料。阁下可自行选择

提供个人资料或任何数据，但若未能提供我们要求所需的

个人或其他资料，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处理阁下的要求或

提供阁下要求的服务、活动及设施。 

我们提供的某些教育或其他课程或活动为团体活动，并会

于海洋公园范围内动物或生物生活的栖息地内进行。该等

活动亦会于本园开放时间内进行，除参加者外的客人可观

看该等活动。因此参加者有机会被本园的摄影师、该等活

动的其他参加者或栖息地或场所内的客人拍摄。该等活动

的每位参加者因此必须无条件同意在活动过程中被本园的

摄影师或其他参加者或客人拍摄。参加者递交参加有关活

动的申请表格即代表其接受此条件。 

我们亦可能产生及编制有关阁下的资料。阁下提供的或我

们不时产生及编制有关阁下的个人资料及其他数据统称为

「阁下数据」。 

使用阁下数据 

我们可能不时使用阁下数据作下列一个或多个用途： 

(i) 提供服务、活动及设施及处理有关的申请或要求，包

括但不限于购买海洋公园门票及香港海洋公园学院

的教育课程/活动及智纷全年入场证会员申请、运作我

们的网站及有关的行政、管理、运作及维修事宜；  

(ii) 与阁下沟通，包括但不限于响应阁下对信息、服务、

活动及设施的要求； 

(iii) 设计及提供比赛、游戏、抽奖、推广、意见调查及/节

目； 

(iv) 使阁下能够从我们的网站向朋友发送有关所选网页

的电邮或电子贺卡； 

(v) 促销产品、服务、活动、设施及其他目标（详情请参

阅以下「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数据」部分，阁下可

选择不接收促销信息）； 

(vi) 订制阁下于我们网站的体验、显示阁下感兴趣的内容、

利用与广告商（在不透露我们网站的个人用户的身份

的基础上）综合分享的人口数据根据阁下的喜好显示

内容； 

(vii) 诊断我们服务器出现的问题及使用阁下的互联网协

议地址管理我们的网站； 

(viii) 进行内部统计研究及分析； 

(ix) 在香港境内或境外适用的任何法律、法院命令、指令、

守则或指引要求下作出披露； 

(x) 调查及处理涉及本园，包括香港海洋公园学院或香港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 或我们的任何客人或网站使用者

的投诉或个案；及 

(xi) 预防、侦测或调查可疑或非法活动。 

若个人资料将于收集后被显示，例如宣布比赛获奖人士详

情，我们将适当地把数据匿名并预先告知阁下。 

披露阁下资料 

我们重视接收到的所有个人资料并尽力保持其私隐。除非

阁下事先同意或法律要求，我们并不会向任何第三方转移

或披露阁下数据，唯我们可能如以下所述于香港境内或境

外转移或披露阁下数据（而我们并不会向另一方转移阁下

数据以供其在直接促销中使用）： 

(i) 我们的附属公司、联营公司及/或商业伙伴； 

(ii) 就我们的运作向我们提供服务或意见（使我们能够提

供或协助我们提供阁下要求的服务、活动或设施）的

任何人员、代理人、顾问、核数师、承包商或服务供

货商； 

(iii) 若阁下同意或不反对我们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数

据（详情请参阅以下「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数据」

部分），我们与其分享数据以向阁下提供特别优惠及

信息的促销传讯及营运伙伴；  

(iv) 对我们有保密责任的任何人士；及 

(v) 我们根据香港境内或境外适用的任何法律、法院命令、

指令、守则或指引要求需要向其作出披露的任何人士。 

因我们无力控制非我们代理人的任何第三方（例如我们需

要向其披露阁下数据的任何政府机构）的行为，阁下应留

意此声明内所载列的私隐保障并不适用于根据此声明向该

等第三方披露的任何数据。我们会尽量只跟负责任的第三

方往来，但我们对该等第三方所提供的私隐保障并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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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数据 

除非阁下同意或不反对，我们方可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

数据。就直接促销，我们有意： 

(i) 使用我们不时收集、编制、产生或持有的阁下姓名、

联络详情、客户分析数据、服务、产品及活动组合数

据及交易模式及行为数据；及 

 

(ii) 促销及推广有关本园（包括香港海洋公园学院及香港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或我们的商业及合作伙伴的产品、

服务、活动、设施、教育课程、比赛、游戏、抽奖、

推广及/或项目，包括： 

 

 我们的「智纷全年入场证」会员奖赏计划、福利

及优惠 

 园内餐饮推广 

 园内纪念品及商品推广 

 亲子、教育或康乐活动 

 本园设施、景点及动物信息或香港海洋公园保育

基金的消息及信息 

 节日或慈善活动或特别节目 

 购票服务及相关信息 

 动物及环境保育 

 交通运输服务 

 酒店住宿及款待 

 意见调查；及 

 

我们的商业及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包括：  

 

 航空及交通运输服务  

 旅游服务及产品 

 餐饮 

 家居用品 

 个人护理产品 

 电讯及相关产品及服务 

 书刊及其他印刷品 

 影音产品 

 教育、玩具及儿童商品及服务 

 消闲产品 

 运动用品 

 美容产品及服务 

 时装及服装 

 鲜花及礼物篮 

 银行、金融及保险产品 

 钟表及首饰珠宝 

 计算机、电子产品及游戏 

 汽车及相关产品及服务 

 互联网及社交媒体服务 

 房地产 

 购物中心 

 超级市场及便利店 

 博物馆、文化中心、戏院及其他场所及相关节目、

展览、表演及娱乐 

 酒店住宿及款待 

 现金券、优惠券及礼品卡 

 慈善活动 

如阁下不欲我们在直接促销中使用阁下数据，烦请在本表

格中的方格内加上剔号(“”)或以电话通知我们的客务

经理行使阁下选择不接受直接促销的权利。阁下亦可在任

何时候致函下列地址、致电（852）3923 2323 或按直接

促销信息中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络我们选择不接受直接促销。 

查阅及改正数据 

阁下有权查阅及（如适用）改正或更新我们持有的有关阁

下的任何个人资料。阁下亦有权要求获悉我们的私隐政策

及我们持有的个人资料种类的详情。 

如阁下希望行使任何该等权利，烦请向我们的客务经理发

送电邮至 gr@oceanpark.com.hk 或致函下列地址： 

客务经理 

香港海洋公园 

香港香港仔海洋公园 

电话：(852) 3923 2323 

传真：(852) 2873 5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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