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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各设施景点内的安全准则，可引发 
   严重伤患或被驱逐出新加坡环球影城。

新加坡环球影城

芝麻街意大利面太空战身高至少92cm才可乘坐。身高介于  
92cm至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身高未达122cm 的幼童，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旋转飞盘身高未达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变形金刚3D对决之终极战斗身高至少102cm才可乘坐。 
身高介于102cm至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木乃伊复仇记身高至少122cm才可乘坐。

寻宝奇兵身高未达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天幕飞行身高至少92cm 才可乘坐。身高介于92cm至122cm的 
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恐龙骑士身高未达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侏罗纪河流探险身高至少107cm才可乘坐。身高介于107cm  
至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魔法转轮 身高未达110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

史瑞克4-D影院身高未达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小龙飞行学校身高至少92cm才可乘坐。身高介于92cm至122cm的
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朱利安国王旋转舞会身高未达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鞋猫剑客历险记身高至少100cm才可乘坐。身高介于100cm  
至122cm的幼童，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太空堡垒人类战队身高至少125cm才可乘坐。

太空堡垒机械战队身高至少125cm才可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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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环球影城的无限精彩，该如何透过最安全的方式让
您尽情发掘、安心畅游呢？这本《安全手册》是我们贴心 
献上，里头综合了各项游乐设施的详细资讯，好让每一位游
园宾客都能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决定该如何舒适、安全、便
捷地体验各项游乐设施。如果您在任何时候还有任何疑虑，
请向在场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征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规划 
活动，做出最安全的判断。

此此外，手册也为行动不便的宾客提供额外的安全资讯，列
明各项游乐设施为行动不便者所做的调整，以及安全出入或
上下各项游乐设施的体能要求。园区所有工作人员必当致力
于让每一位到访者都宾至如归、游园体验得以完满；但恳请
宾客体谅的是，这些工作人员毕竟未曾接受过专业训练， 
无法安全妥善地为行动不便者提供专业的行动支援。因此，
建议行动不便的宾客游园时最好有同伴随行，好在必要时予
以适当援助。

让每一位到访的宾客都能纵情尽兴地体验新加坡环球影城，
是我们贯彻的宗旨。有了这本手册，以及在场许多工作人员
随时为您解答任何疑虑，我们势必让您在新加坡环球影城度
过一段超乎想象的精彩时光！

欢迎光临新加坡环球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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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
凡是贴上残障停车证的车子，在驶入圣淘沙名胜世界™ 时，
即会被引入游客中心附近的残障专属停车区。

轮椅、推车租用及大型物品储存 
我们有限量轮椅或推车供租用，先到先得。我们也提供大型
物品储存。轮椅、推车租用及大型物品储存设施设于新加坡
环球影城主要入口处闸门内。恕不退款。如需额外援助， 
请向新加坡环球影城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查询。

洗手间
园区内的所有洗手间，均具备轮椅使用者专用设施，具体公
厕所在处请查阅园区导览图。

园区导览图上所标示的所有公厕地点，除了男女公厕之外，
均另设亲幼（家庭用）公厕。

此外，在各男厕与女厕内，均附设一个较大隔间，供行动 
不便、需要额外空间的宾客专用。

园区内所有公厕也都附设婴儿尿布台，为举家前来游览新加
坡环球影城的宾客提供方便。

急救
园内提供急救服务。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或有任何疑问， 
请随时于任何工作人员联系。

家庭服务
新加坡环球影城的育婴设施设于园区前方的婴儿护理室内。
婴儿护理室备有私人哺乳室、更换区及准备和加热配方奶的
设备。

看顾人轮换服务
携同小朋友随行的宾客，可利用这项服务，让其中一人留下
来陪伴无法达到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小朋友，待其他同伴排
队轮候并游乐之后，再直接轮换乘坐游乐设施，而无须重新
排队。请向各游乐设施值勤人员或客服中心查询。

基本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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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听系统

新加坡环球影城™主要景点与设施前的排队轮候区均设有扩音
系统，辅助听障宾客接收声效广播。下列设施景点内也提供
辅听服务：
• 好莱坞剧院
• 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
• 未来水世界
• 多话驴耍宝秀
• 史瑞克 4-D 影院

由于某些景点空间太大，辅听信号只在景点内的几个指定区
发送。请向在场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较先进的助听器可自动接收这些设施发出的播音信号。 

如果您的助听器不能接受播音信号，请前往客户服务处借用
专为以上景点特设的助听设备。

字幕

各设施景点排队轮候区内附设的电视屏幕，如播放的是消闲
娱乐节目，部分屏幕会附上英文字幕；至于播放安全讯息相
关视像的电视屏幕，则都会附上英文与中文简体字幕。

表演下列表演节目附设字幕：

•  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前奏）- 中文简体 
•  史瑞克 4-D 影院（前奏与正式演出）- 英文

请向任何在场的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听障支援服务

6



新
加
坡
环
球
影
城

服务动物相伴

新加坡环球影城™ 欢迎具有服务用途的动物入场，所有餐馆 
商店、游乐设施轮候区、以及大多数其他场所均不例外。 
但是，部分有服务用途的动物可能无法进入我们的清真餐厅，
对此我们深表抱歉。各设施景点都备有一套服务动物入场/乘
坐的安全要求，助宾客自行判断是否携带服务动物入场。手册
后半部内容将详列更多有关在各设施景点携带服务动物的安全
要求资讯。

我们必须向您致歉，下列游乐设施因性质所限，有服务用途的
动物均无法乘坐： 
•  旋转飞盘 
•  太空堡垒机械战队
•  太空堡垒人类战队
•  木乃伊复仇记 
•  恐龙骑士 

•  侏罗纪河流探险 
•  天幕飞行 
•  小龙飞行学校
•  鞋猫剑客历险记

无论是否允许服务动物随主人入内，所有的游乐设施景点都备
有便携式动物房，供服务动物休息。请向各游乐设施或表演场
所的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新加坡环球影城专为服务动物特设漫步区，地点就在未来水世
界 的入口处附近，在洗手间的对面。请向任何在场的值勤人员
寻求支援。

视障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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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餐饮及购物设施均设有无障碍设施，让使用手推轮椅的
宾客也能方便自如地用餐与购物。不少演出场所也附设残障
者专属座位，这些座席均以国际无障碍标志清楚标示。

园区内游乐设施的游乐体验，大多都是从排队轮候区就开始
铺陈的。为了让使用手推轮椅的宾客同样不错过故事的“开
场白”，凡是可接受手推轮椅入内的游乐设施，均为轮椅使
用者另辟特定入口通道。

各游乐设施都各有一套轮椅使用者入内或乘坐的安全要求。
您只要能自行或在同伴的协助下从轮椅移坐至游乐设施 
座位，均可乘坐游乐设施。

下列游乐设施预留空间，让宾客无需离开轮椅也可全程体验：
• 好莱坞剧院
• 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
• 未来水世界
• 多话驴耍宝秀
• 史瑞克 4-D 影院
• 朱利安国王旋转舞会

由于某些游乐设施的特殊性质，座位经过特别设计，方便 
使用轮椅的宾客从轮椅移坐至游乐设施座位，如下：
• 芝麻街意大利面太空战
• 旋转飞盘
• 太空堡垒机械战队
• 太空堡垒人类战队
• 木乃伊复仇记
• 寻宝奇兵
• 恐龙骑士
• 魔法转轮
• 小龙飞行学校
• 鞋猫剑客历险记

手推轮椅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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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向您致歉，新加坡环球影城™ 内的所有游乐设施排
队轮候区均无法接受电动轮椅入内。宾客可从电动轮椅移座
到各景点提供的手推轮椅，再进入各游乐设施景点游玩。

电动轮椅支援服务

我们必须向您致歉，新加坡环球影城内的大多数游乐设施都
有剧烈动作与特别效果，氧气筒一概不准携带入内。惟下列
设施表演除外：
• 好莱坞剧院 （请向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 未来水世界（请向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 多话驴耍宝秀
• 史瑞克 4-D 影院  (仅为固定座位)

氧气筒使用者支援服务

宾客在乘坐空堡垒人类战队™ ，太空堡垒机械战队™ 与幕飞行™ 

之前，请务必除下义肢，以免强烈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抛失。
至于下列设施，宾客在乘坐之前应除下或稳固义肢，以免强烈
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抛失：
• 木乃伊复仇记
• 侏罗纪河流探险
• 琥珀攀岩墙
• 小龙飞行学校
• 鞋猫剑客历险记
• 变形金刚3D对决之终极战斗

装上上臂或手部义肢的宾客在乘坐游乐设施之前，须得有效地
稳固义肢、握紧设施扶手。如有任何疑问，请向值勤人员或客
服中心查询。

所有游乐设施需要乘客必须至少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扶 
手杆，能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

下列游乐设施的宾客缺少一个或多个下肢和/或部分下肢有特
定的乘坐安全要求：
• 太空堡垒机械战队
• 太空堡垒人类战队
•  木乃伊复仇记
• 小龙飞行学校
• 天幕飞行
• 芝麻街意大利面太空战
• 鞋猫剑客历险记
• 变形金刚3D对决之终极战斗
详情请向游乐设施的值勤人员查询。

义肢使用者支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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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环球影城™ 内的所有游乐设施均具备安全系统，针对常
人的平均体格与身形比例而设计。但因各游乐设施提供的游
乐体验各不相同，在性质与动力强度等方面要求不一，因此
须得就个别设施的特殊性对玩乐者定下不同限制，包括身形、
体格、健康状况、医疗状况、以及其他可能因游乐体验而加剧
的不适反应。我们更关注的是，每一位宾客如何确保自己有
能力承受各项游乐体验的冲击与动力，而不至于对自己或他人
造成损伤。

我们制定了一套标准的解说方式，详细介绍园区内的各项游乐
设施。最终目的是让您对每一项游乐设施的冲击动力与体能需
求有全面清楚的认识，协助您准确判断该怎么以最安全的方式
体验各项游乐设施。

各项游乐设施的详细资讯，将归纳为下列几个要点：

设施景点说明 
这一栏，重点说明各游乐设施的具体运行方式与冲击力度， 
以及各项表演节目将出现的特别效果。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这一栏列明各项游乐设施的具体体能要求与限制，以确保游乐
体验安全舒适。

乘坐各游乐设施的基本要求未必相同，下一栏“乘坐必备 
条件”，将详细说明乘坐各项设施的特殊要求。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这一栏，详述各设施景点为服务动物所做的特别安排及提供的
额外指示。宾客在入场前应详阅这部分的相关资料，任何疑问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这一栏，详述各游乐设施为轮椅使用者所做的特别安排及提供
的额外指示。宾客在入场前应详阅这部分的相关资料，任何疑
问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手册用语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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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抓紧游乐设施的制约装置 
说明：乘坐者至少一边的上肢或义肢须有良好的抓附及支撑 
能力，同时能在乘坐过程中帮助乘坐者维持安全坐姿。

可全程自行维持挺直坐姿 
说明：乘坐者须有良好的身体及脊椎自控能力，无需他人或仪
器协助而能坐直。在乘坐全程，即使经历碰撞或特效移动， 
乘坐者也须有能力维持正确的安全坐姿。某些设施，如朱利安
国王旋转舞会™ 动物坐骑，要求乘坐者保持骑马的坐姿。

能承受并缓冲类似过山车之急速旋转翻腾等爆发性
冲击力 
说明：乘坐者必须充分了解游乐体验的性质，做足心理准备；
并能全程坐正，抓紧制约装置，在过山车充满爆发力的旋转 
翻腾中立正或坐稳。

极限高速飙升时，上身力量足以让头部紧贴头部靠垫 
说明：乘坐者的肌肉控制必须足以让头部、颈部与上半身全程
维持向前看的标准姿势。

乘坐游乐设施必备条件

11



新
加
坡
环
球
影
城

某些条例适用于所有游乐设施：

石膏铸模或钢铁支架 
宾客肢体或部分肢体如铸上石膏模或须以支架支撑，在石膏铸
模或钢铁支架可能对自身及他人造成危险的情况下，不应乘坐
游乐设施。如果无法准确判断自己能否安全乘坐游乐设施， 
请向在场值勤人员或客服中心查询。

随行者陪同监督 
除了魔法转轮之外，新加坡环球影城™ 中的所有设施都 
规定，凡符合乘坐要求但身高未达122cm 的幼童在体验游乐
设施时须由随行者监督陪伴。惟负起监督责任的随行者年龄 
必须至少14岁，同时也符合相关游乐设施所张贴的所有乘坐
必备条件。幼童也须能在未经旁人协助下自行坐正。

魔法转轮：乘坐安全条件 
魔法转轮设于魔法婆婆神奇屋内，身高未达110cm 的幼童 
在乘坐时，须由家长或看顾人陪同监督。

婴儿不可乘坐 
新加坡环球影城™ 对年龄最小的一群访客之安全予以同等 
重视，某些游乐设施并不适合婴儿体验。幼童要安全体验游乐 
设施，必须具备下述条件：

• 幼童须能在未经旁人协助下自行进出或上下游乐设施。

• 幼童的身体和背脊有足够自控能力，在未经旁人或仪 
 的协助下全程自行坐正，并维持稳妥的骑坐姿势。

不具备上述两项条件的幼童，均属婴儿，不宜进入游乐设施。

描述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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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说明
下列标记会出现在各项游乐设施解说章节内：

患有背部或颈部病痛的宾客不宜乘坐。

患有心脏或血压异常疾病的宾客不宜乘座。

孕妇不宜乘坐。

容易产生晕动反应者不宜乘坐。

患有某些医疗症状，会因滤波闪光而产生 
不良反应的宾客不宜乘坐。

患有某些医疗症状，会因烟雾而产生不良 
反应的宾客不宜乘坐。

患有惧高症宾客不宜乘坐。

近期动过手术的宾客不宜乘坐。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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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幽闭恐惧症的乘客不宜乘坐。

戴着石膏铸模的宾客不宜乘坐。特定设施或
谢绝戴着石膏铸模的宾客乘坐或使用。请参
考个别设施解说章节了解更多详情。

设施景点的指定区内提供感应助听系统协助
佩戴助听器的宾客。

婴儿不可乘坐 。

游乐设施提供文字辅助。请向值勤 
人员查询。

携带服务动物的宾客请向值勤人员查询入场
详情。

谢绝服务动物入内。携带服务动物的宾客请
向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使用电动轮椅的宾客须移坐至 
游乐设施座位。

宾客在乘坐之前应除下或稳固义肢，以免强
烈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抛失。

宾客在乘坐之前必须除下义肢，以免强烈冲
力造成危险或义肢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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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及所有宾客及值勤人员的安全， 
游乐设施内严禁摄像录像。

宾客无须移坐即可全程在轮椅上体验游乐 
设施 / 观赏表演。

宾客身高须达这个标准才可体验游乐设施。

身高介于这个范围的宾客，须由看顾人全程
监督陪同。

体验游乐设施请全程坐稳，切勿将手脚 
伸出设施外，以免酿成严重伤患。 
请务必全程监督随行幼童。

幼童须由看顾人全程监督陪同。

宾客无须移坐，可全程在电动轮椅上体验 
游乐设施/观赏表演。

宾客须移坐至手推轮椅才可体验 
游乐设施。

身高未达110cm 的幼童，须由看顾人 
监督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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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剧院

精彩热闹的音乐舞台剧，集合多种特别效果，包括强劲音乐，
突发式爆炸性强力音效，烟火，闪光，以及多种其他灯光 
效果，有某些医疗壮况的宾客或会感到不适。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剧院观众席空间宽敞充裕，惟演出舞台与观众之间距离甚近，
强大爆炸巨响、烟火特效及表演者都与观众席仅咫尺之隔。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好莱坞

好
莱

坞

剧院为行动不便的宾客预留专区，方便这些宾客坐在轮椅或自
动轮椅上观赏表演。请向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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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街意大利面太空战

悬挂式的座舱将让宾客体验增速、转弯等突发行动，仿佛飞跃
太空前往另一星球。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92cm 至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这项设施将会由自动人行道来协助宾客上下座位。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扶手杆，能自行维持
挺直端正坐姿。上下座舱时，乘客必须能够从固定平台移至移
动式平台，以及从移动式平台移至固定平台。坐着时，双腿必
须在制约横杆之下，膝盖超出制约横杆和大腿的触点，形成
一个台面。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座舱间空间有限，四周设有少许栅栏。座舱须横越一条架高的
轨道，也会经历速度与地面高度变化。沿途会出现动画造型、
偶有巨大声响以及其他灯光效果。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纽约

纽
约

92cm
92cm-
122cm

芝麻街意大利面太空战座位经过特别设计，
可更好地协助宾客从标准型轮椅移坐至设施
内座位。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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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
约

斯匹堡大导演主持的电影特效片场

电影特效片场让宾客身历其境，见证电影中的特别效果在眼前
活生生重现。宾客将体验五级飓风横扫纽约城海港惊心动魄的
一刻，实地走进片场里感受火焰、飓风、洪水怎么在强力特
效与轰然巨响下引爆而成。这些效果的震撼力可能超出幼童
所能承受。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过程中多次使用特殊烟雾与闪光效果，有某些医疗状况的宾客
或会感到不适。节目也将制造密集强烈的火焰效果。

孕妇及患有心脏疾病、颈部或背部疼痛的宾客，可从固定位置
体验演出。

听觉失灵或有障碍的宾客，应在入场时知会值勤人员。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这项演出将沿着通道上演，宾客边走边体验。通道沿途空间 
宽敞充裕。特别效果如巨大爆炸声响、熊熊烈焰、强大风势、
烟雾水气弥漫，都会在观众近距离范围内引爆。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纽约

122cm

行动不便的宾客如欲坐在轮椅
或电动轮椅上体验演出，可从
固定位置观赏。请向值勤人员
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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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城市™

旋转飞盘

宾客坐上圆形“机舱”，体验增速、转弯与旋转等突发行动。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圆形“机舱”在快速旋转时可能产生离心力，无法维持挺直坐
姿的宾客不宜乘坐。

设施采用特别灯光效果，入夜时分的灯效尤其显著，有某些医
疗状况的宾客或会感到不适。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旋转飞盘的中央扶手
杆，能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能承受并缓冲突发性大动作的
强烈冲势。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旋转飞盘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
宾客从轮椅或自动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科
幻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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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设施前必须取下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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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设施前必须取下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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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幻

城
市

变形金刚 3D 对决之终极战斗

变形金刚 3D 对决之终极战斗属超高速机械车逃离巨型外星机
械人的追击车战。全程充满惊险刺激的突发性大动作，如忽
地加速、停止、转弯、旋转、攀升或降落。座舱也会倾斜和
强烈摇晃。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102cm 至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有幽闭恐惧症的乘客不宜乘坐。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膝上制约横杆，能自
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能承受并缓冲过山车般的高速突发性大
动作的强烈冲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接触或
超过座位边沿，形成一个台面。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座舱间空间有限，四周设有足够栅栏。座舱须横越道具大厦，
会多方运行晃动，突然改变方向。沿途会出现巨大声响、 
风吹和水的特效。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使用标准或电动轮椅的宾客须移坐至游乐设
施座位。

容易昏眩或产生晕动反应的宾客不宜乘坐。容易昏眩或产生晕动反应的宾客不宜乘坐。

102cm-122cm 1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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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复仇记

木乃伊复仇记属超高速汹涌车，全程充满惊险刺激的突发性大
动作，如忽地加速、攀升、倾斜、直线坠落、以及倒退行驶。
强烈的特别效果如烟雾、闪光、熊熊火焰，或会令患有某些医
疗状况的宾客感到不适。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乘坐前请务必把悬戴在身上的物件如提包、相机、摄影器材 
等取下，寄存在寄存柜内，或交由不乘坐过山车的同伴保管。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膝上制约横杆， 
能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能承受并缓冲过山车高速突发性 
大动作的强烈冲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 
膝盖超出制约横杆和大腿的触点，至少一边完好的下肢 
须放置在护胫套下。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木乃伊复仇记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 
地协助宾客从标准型轮椅移坐至设施座位。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古埃及

古
埃

及

宾客须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游览本景点。宾客须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游览本景点。

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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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宝奇兵

这项游乐设施模拟路面行驶情况。车子的运行包括中度加速以
及路面升降。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扶手杆，能自行维持
挺直端正坐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膝盖超出
制约横杆和大腿的触点，形成一个台面。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船只空间有限，四周设有少许栅栏。车子须横越水面上一条架
高的轨道，也会历经速度与地面高度变化。沿途会出现动画 
造型，偶有巨大声响。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寻宝奇兵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宾
客从标准型轮椅移坐至设施座位。请向在场的
值勤人员查询。

古
埃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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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飞行

这是一列模拟滑翔机飞行方式的过山车，全程历经攀翔、左右
摇曳，以及突然增速。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92cm 至 122cm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乘坐前请务必除下义肢。

乘坐前请务必把悬戴在身上的物件如提包、相机、摄影器材 
等取下，寄存在寄存柜内，或交由不乘坐过山车的同伴保管。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膝上制约横杆， 
能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 
之下，接触或超越座位边沿，形成一个台面。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天幕飞行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宾
客从轮椅或自动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请向
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失落的世界

失
落

的
世

界
92cm

92cm-
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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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龙骑士

恐龙骑士是圆周运行的缆车，乘坐者可自行控制座舱升降。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扶手杆，能自行维持
挺直端正坐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膝盖超出
制约横杆和大腿的触点，形成一个台面。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恐龙骑士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
宾客从轮椅或自动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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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河流探险

登上一艘圆形橡皮艇横渡激流。橡皮艇在惊涛骇浪中历经强烈
大动作运行，如忽地倾斜、激烈震荡、骤间加速、急转弯或垂
直坠落。乘坐者会溅湿身子甚至浑身湿透。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107cm 至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乘坐前应除下或稳固义肢，以免强烈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 
抛失。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这项设施有个垂直电动机系统，可能导致患有某些医疗状况 
的宾客产生幽闭恐惧感。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扶手杆，能自行维持
挺直端正坐姿，能承受并缓冲突发性大动作的强烈冲势。坐着
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膝盖超出制约横杆和大腿的触
点，形成一个台面。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使用标准或电动轮椅的宾客须移坐至游
乐设施座位。

失
落

的
世

界

107cm-
122cm

107cm

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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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攀岩墙

这是个户外攀岩墙，攀岩者的体能与健康必须很强健，能在垂
直的墙面上逆势撑起身子往上攀。设施备有安全绳索协助攀岩
者贴稳岩墙，避免坠落风险。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攀岩前请务必除下或稳固义肢。

所有悬戴在身上的物件请务必紧系在身上或交由不攀岩的 
同伴保管。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可能不适合特定身形的宾客。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抓牢攀岩点，在往上攀爬时能自行
维持直立姿势，同时有足够力量以双臂和双腿把身子垂直逆势
撑起，贴着墙面往上移。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使用标准或电动轮椅的宾客须移至安全
带和攀岩墙。

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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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水世界

充满爆发力的现场水上表演秀，展示玩命似的高难度杂技表演
以及震撼人心的爆炸威力。节目将呈献突发性强烈音效、 
巨大爆炸声响，以及熊熊烈焰特效。表演者也将会与观众作近
距离接触。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演出过程充满突发性强烈音效、烟火及烈焰效果，或会令患 
有某些医疗状况的宾客感到不适。

基于演出的震撼性质，儿童观赏应有家长监督陪同。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剧场式表演场所空间宽敞，惟巨大爆炸声响、烟火、表演者 
都与观众距离甚近。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失
落

的
世

界

剧场为行动不便的宾客预留专
区，方便这些宾客坐在轮椅或自
动轮椅上观赏表演。请向值勤人
员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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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远

王
国

多话驴耍宝秀

这场音乐剧，让各年龄的儿童有机会与智慧驴面对面接触。 
剧场特效包括强劲音乐、突发性强烈音效及其他灯光效果。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这出舞台音乐剧四周空间宽敞充裕。其中一名表演者将会与 
观众作近距离接触。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遥远王国

剧场为行动不便的宾客预留专
区，方便这些宾客坐在轮椅或
自动轮椅上观赏表演。请向值
勤人员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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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转轮

这是为孩子们特设的迷你摩天轮，座舱是全封闭式的， 
可承载四个小孩/两个成人/两个小孩及一个成人。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每个座舱最多可承载 200kg 重量。

某些宾客或因身形与体格不符而无法乘坐。

幼童身高未达110cm，须由家长或看顾人监督陪同。

婴儿不可乘坐。

有幽闭恐惧症的乘客不宜乘坐。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能全程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这项设施空间有限，座舱采取全封闭形式，座舱将随着摩天轮
的转动而升至魔法婆婆神奇屋™ 内的高处。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魔法转轮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
宾客从轮椅或自动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遥
远

王
国

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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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远

王
国

史瑞克 4-D 影院秀

以剧院形式呈献的 4-D 电影。影片会出现闪光灯效及其他在
座位上感应得到的特效。随着电影惊险刺激的情节铺展开来，
观众席也会随之倾斜、摇晃或震动。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这场 4-D 历险记将出现巨大声响、闪光特效及突发性动作，
有某些医疗状况的宾客或许会感到不适。 

孕妇及患有心脏疾病、颈部或背部疼痛的宾客，可在固定座席
上体验演出。

电影前奏的前半部分会打上字幕，特定座位也提供文字辅助。
听觉失灵或有障碍的宾客应在入场时知会值勤人员。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影院观众席空间宽敞充裕。巨大声响会在观众席咫尺之隔 
引爆。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122cm

影院为行动不便的宾客预留专
区，方便这些宾客坐在轮椅或 
自动轮椅上观赏表演。请向值 
勤人员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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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飞行学校

这项设施属高速过山车，全程历经加速、攀升、倾斜及垂直 
坠落等突发性大动作。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92cm 至 122cm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乘坐前应除下或稳固义肢，以免强烈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 
抛失。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乘坐前请务必把悬戴在身上的物件如提包、相机、摄影器材 
等取下，寄存在寄存柜内，或交由不乘坐过山车的同伴保管。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膝上制约横杆，能自
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并能在看顾人协助下或自行跨一小步登
上过山车。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之下，膝盖超出制约
横杆和大腿的触点，至少一边完好的下肢须放置在护胫套下。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小龙飞行学校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
协助宾客从标准型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
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

92cm
92cm-
122cm

遥
远

王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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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猫剑客历险记

这是一列模拟滑翔机飞行方式的过山车、全程历经攀升 、 
倾斜、 坠落、 以及突然增速。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幼童身高介于 100cm 至 122cm ，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这项设施的制约装置未必符合所有宾客的身形与体格。

乘坐前应除下或稳固义肢，以免强烈冲力造成危险或义肢 
抛失。请向在场的值勤人员寻求支援。

乘坐前请务必把悬戴在身上的物件如提包、相机、摄影器材 
等取下，寄存在寄存柜内，或交由不乘坐过山车的同伴保管。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至少能以一边上肢全程持续抓紧膝上制约横杆， 
能自行维持挺直端正坐姿。坐着时，双腿必须在制约横杆 
之下，接触或超过座位边沿。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宾客从轮椅
或自动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请向在场的值
勤人员查询。

遥
远

王
国

100cm

100cm-
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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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国王旋转舞会

这是一座由马达加斯加动物明星坐骑组成的旋转木马。

游乐体验重要信息

婴儿只可坐进四轮礼车。

幼童身高未达 122cm，须由看顾人监督陪同。 

乘坐必备条件 
乘客必须能全程自行维持挺直端正的坐姿。

由服务动物相伴的宾客 
设施面积宽敞充裕。乘坐者可自行选择所要乘坐的动物坐骑。
宾客骑在坐骑上时，服务动物可躺在宾客坐骑之前的空地、 
或旋转木马动物坐骑之间的地面上，只要确保不妨碍旋转木
马各个坐骑的上下运行即可。服务动物的绳拴也必须有一定
长度，避免阻碍了宾客坐骑升高。设施以稳健速度进行圆周
式运转。

使用轮椅宾客须知

122cm

这项设施座位经过特别设计，可更好地协助
宾客从标准型轮椅移坐至设施内座位。请向
在场的值勤人员查询及寻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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