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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乐园及东京
迪士尼乐园及东京迪士尼
乐园及东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海洋“
海洋“迪士尼万圣月
迪士尼万圣月”
万圣月”
东京迪士尼乐园与东京迪士尼海洋将自 9 月 9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联合举办为期 53 天的秋季特
别活动“迪士尼万圣月”。活动期间，两座园区都将呈献各具特色的“迪士尼万圣月”，与旅客一同
欢度万圣节假期。东京迪士尼乐园将推出崭新的游行表演，为这项合家同欢的活动增添新元素。而
东京迪士尼海洋本次将会扩大举办区域，为旅客带来更加华丽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庆祝活动。
东京迪士尼乐园今年将以“幽灵世界的万圣节派对”为主题，欢迎旅
客参加一场在幽灵世界“万圣街”举办，且充满趣怪把戏的欢乐派对。
活动期间，居住于万圣街的幽灵们将于游行路径隆重推出全新游行
“迪士尼万圣街
迪士尼万圣街：
万圣街：欢迎来到幽灵村”
欢迎来到幽灵村”。米奇等迪士尼卡通明星将前来
这场万圣派对，并与旅客一同度过热闹活泼的欢乐时光。
多种趣味体验也将为整座园区染上浓浓的万圣节色彩，旅客不但可在
园区各处见到营造趣怪气氛的错觉艺术装饰，亦可打扮成迪士尼卡通
明星进入园区，享受独一无二的易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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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海洋今年将使充满华丽异国情调的万圣节世界扩展至失落河三角洲，并同时推出崭新的
迎宾节目“
奇奇与蒂蒂万圣骷髅狂欢会
万圣骷髅狂欢会”
。 奇奇与蒂蒂（Chip ‘n Dale）将率领乐队及舞蹈员，为旅
“奇奇与蒂蒂
万圣骷髅狂欢会
”
客带来一场七彩缤纷且热闹的迎宾游行，使整座园区庆祝万圣节的欢乐气氛更上一层楼。
去年广受欢迎的娱乐表演亦会再度登场，由迪士尼卡通明星和一众万圣幽灵同台演出的娱乐表演
“诡异面具舞会”
，以及迎宾节目“米奇面具舞蹈”
诡异面具舞会”
奇面具舞蹈”，将带领旅客进入奇妙的万圣世界。园区届时将
换上以南瓜灯笼、蜡烛、蜘蛛网为设计主题的装饰，为东京迪士尼海洋的万圣世界增添瑰丽色彩。
特别活动“迪士尼万圣月”将使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秋季充满惊奇与欢喜。除上述各项特别节目外，
两座园区更会推出多种特别商品与特别套餐；迪士尼饭店的各大餐厅亦会举办美食活动。欢迎旅客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合家莅临东京迪士尼度假区，深入体验两座园区风格迥异的“迪士尼万圣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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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乐园“
乐园“迪士尼万圣月
迪士尼万圣月”
万圣月”
■迪士尼万圣街
迪士尼万圣街：
万圣街：欢迎来到幽灵村
地

点：游行路径

演出时间：约 45 分钟（每日 3 场）
演出人数：约 90 名
花车总数：7 台
概

要：

一封来自幽灵世界“万圣街”的邀请函，将带领迪士尼卡通明星与全场旅客进入一场热闹无比的万
圣派对！一台台以“万圣街”为设计主题的花车正是通往派对会场的入口。当花车停下，米奇与旅
客一同念出通关密语后，万圣幽灵们随即现身，全场同欢的万圣节派对就此揭开序幕。欢乐的幽灵
们将随着明朗轻快的音乐跳起有趣的舞步，旅客也可一同共舞，让这场在幽灵世界的派对时光更加
欢乐。
〈登场的迪士尼卡通明星〉
米奇、美妮、唐老鸭、黛丝鸭、高飞狗、布鲁托、奇奇与蒂蒂、史迪奇、富贵猫玛丽、克莉丝（Clarice）
及唐老鸭的三个侄仔辉儿、杜儿和路儿
※游行队伍将于西部乐园与梦幻乐园之间、圆环、明日乐园与卡通城之间等，共 3 处暂作停留。
※特别活动期间，日间游行“欢腾！
”将暂停演出。
■超级跳跳跳
特别活动期间，于广场楼阁舞台上演的“超级跳跳跳”将在跳舞场面融入万圣特色。
■万圣高空夜（
万圣高空夜（两座园区共同举办）
两座园区共同举办）
七彩缤纷的烟火将伴随着轻快悦耳的万圣旋律，令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夜空更加璀灿耀眼。
上述娱乐表演有可能受天气等之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上述娱乐表演有可能受天气等之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特别商品
特别活动期间，东京迪士尼乐园将会推出约 60 种独家特别商品，其中包括身穿豪华万圣服装的迪
士尼卡通明星公仔，以及可让小孩轻松享受变装乐趣的小翅膀与服饰等。
两座园区亦会共同推出约 100 种特别商品，除了粉红色的南瓜美妮之外，多彩多姿的特别商品更将
令旅客爱不释手。
■特别餐饮
园区内多达 21 间餐饮设施也将配合特别活动，推出别具万圣特色的餐饮。其中包括南瓜口味的炸
西班牙油条（Churros）与冰激凌、南瓜米奇造型的爆王米花筒、以幽灵及蝙蝠为设计主题的餐点。
此外，旅客亦可于园环内的活动商品小店买到附赠卡通杯盘的蛋糕或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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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装饰
旅客除了可于园区各处见到可爱幽灵及南瓜灯笼等万圣装饰外，更可至设于圆环内的拍照景点，与
造访幽灵世界“万圣街”的米奇、美妮合影。此外，会随着观赏角度而变化的装置艺术，以及利用
错觉带来惊喜的特别装饰等，也都为万圣节营造出独特的气氛。
■游乐设施
在迪士尼万圣月期间，位于迪士尼画廊内的迪士尼绘画教室将会开设特别课程，教授旅客如何画出
打扮成吸血鬼模样的米奇；西部乐园射击馆也将提供万圣特别版的“警长徽章”
，给神枪手作奖励。
自 2010 年 9 月 9 日起至 2011 年 1 月 5 日止，梦幻乐园内的游乐设施“幽灵公馆”亦将摇身一变，
特别推出限定版“幽灵公馆之假期梦魇”
。电影《圣诞夜惊魂》的人物将进驻于此，为旅客带来别
有风趣的游园时光。
■于东京迪士尼
于东京迪士尼乐园内的
迪士尼乐园内的变
乐园内的变装规则
在“迪士尼万圣月”特别活动期间，未满 12 岁的小孩可随时以迪士尼卡通明星的装扮进入园区。
而 12 岁以上的旅客，可于特别活动的第一周及最后一周（即 9 月 9 日至 15 日、10 月 25 日至 31
日）
，全身变装莅临东京迪士尼乐园。
此外，为确保旅客安全，变装旅客将有可能无法搭乘部分游乐设施，敬请见谅。
※ 请勿装扮成迪士尼
请勿装扮成迪士尼卡通明星以外的人物进入园区
迪士尼卡通明星以外的人物进入园区。
卡通明星以外的人物进入园区。
※ 除上述指定期间，
。
除上述指定期间，恕无法开放全身变装的旅客
恕无法开放全身变装的旅客进入园区
旅客进入园区（
进入园区（12 岁以下的小孩
岁以下的小孩除外）
除外）
※ 变装时，
变装时，请勿穿戴遮盖脸部的装扮、
请勿穿戴遮盖脸部的装扮、配戴尖锐的造型配件、
配戴尖锐的造型配件、穿着难以活动或行走的服装以及过
度暴露的装扮。
度暴露的装扮
。
※ 请勿装扮成东京迪士尼
请勿装扮成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演艺人员进入园区
迪士尼度假区的演艺人员进入园区。
度假区的演艺人员进入园区。
※ 请勿于园区内的洗手间
请勿于园区内的洗手间、
、无障碍洗手间以及投币式置物柜设置处变装更衣。
无障碍洗手间以及投币式置物柜设置处变装更衣。
※ 欣赏娱乐表演时，
欣赏娱乐表演时，请取下会妨碍其它旅客
请取下会妨碍其它旅客观赏的大型变装道具
旅客观赏的大型变装道具。
观赏的大型变装道具。
※ 为确保旅客
为确保旅客安全并维护活动主题
旅客安全并维护活动主题，
安全并维护活动主题，园方将会拒绝无法遵守变装规则的旅客
园方将会拒绝无法遵守变装规则的旅客进入园区
旅客进入园区，
进入园区，敬请见谅。
敬请见谅。
有关变装入园之规定与限制，
有关变装入园之规定与限制，请至东京迪士尼
请至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
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
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或向东京迪士尼
或向东京迪士尼度假区洽询
迪士尼度假区洽询。
度假区洽询。

东京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海洋“
海洋“迪士尼万圣月
迪士尼万圣月”
万圣月”
■诡异面具舞会
地

点：港岸公园特别舞台

演出时间：约 25 分钟（每日 4 场）
演出人数：约 60 名
概

要：

在纽约市举办的面具舞会会场内，陈列着“惊魂古塔”的主人自全球各地掠夺而来的美术品，当应
邀前来参加的米奇等迪士尼卡通明星抵达时，会场早已充满诡异古怪的气氛。当面具舞会在诡异的
风琴乐声中举行时，唐老鸭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轻触了一项美术品。不料，这一摸使得被封锁在
艺术品中的万圣幽灵们纷纷出笼，念念有词地重复着“Only Tonight”
（只有今晚）这句话，并陆续
将迪士尼卡通明星变成他们的一员。不久，米奇发现原来万圣幽灵只是希望在每年一度的万圣夜，
与大家欢庆舞会。当误会冰释后，会场气氛随即转为明朗欢乐，迪士尼卡通明星与万圣幽灵们也将
邀请全场旅客共度华丽的舞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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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的迪士尼卡通明星〉
米奇、美妮、唐老鸭、黛丝鸭、高飞狗、奇奇与蒂蒂
※希望于观赏区欣赏本娱乐表演的旅客，须至碧莉叶特利亚（位于威尼斯船夫小吃旁）参加入场券
的抽选活动。
■米奇面具舞蹈
米奇面具舞蹈
地
点：里多岛
演出时间：约 20 分钟（每日 4 场）
概

要：

迪士尼卡通明星将戴上威尼斯面具、换上万圣节特别服装，自地中海港湾的各处登场，而米奇与美
妮亦会搭乘贡多拉游船从里多岛登岸，随着充满面具舞会气氛的华丽音乐起舞、骚手弄姿，与旅客
共舞。充满万圣风格装饰的渡轮也将出现于地中海港湾，并于表演尾声搭载迪士尼卡通明星，向旅
客问候致意。
■奇奇与蒂蒂的万圣骷髅狂欢会
奇奇与蒂蒂的万圣骷髅狂欢会
地

点：失落河三角洲

演出时间：约 20 分钟（每日 2 场）
演出人数：约 25 名
概
要：
奇奇与蒂蒂将率领身穿鲜艳服装的舞蹈员与演奏轻快活泼的乐团，在失落河三角洲区域游行，并为
旅客带来一场缤纷热闹的万圣月迎宾会。
■万圣高空夜（
万圣高空夜（两座园区共同举办）
两座园区共同举办）
七彩缤纷的烟火将伴随着轻快悦耳的万圣旋律，令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夜空更加璀灿耀眼。
■其它娱乐表演
除了上述娱乐表演之外，园区各处还会举办不同的庆祝活动，与旅客共度万圣佳节。于米格勒黄金
国快餐中心，迪士尼卡通明星将穿上万圣节的庆祝服装，问候莅临用餐的旅客。
上述娱乐表演有可能受天气等之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上述娱乐表演有可能受天气等之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特别商品
东京迪士尼海洋将于特别活动期间推出约 60 种独家商品，除了去年广受欢迎的威尼斯面具外，同
时更将参考迪士尼卡通明星于“诡异面具舞会”中所配戴的面具，设计出全新款式。此外，园区亦
会独家销售万圣面具贴纸，供旅客制作突显自我风格的威尼斯面具。同时，人气日益高涨的达菲熊
（Duffy）和雪莉玫（ShellieMay）
，亦将在此时发表万圣版的服装等系列商品。
不仅如此，两座园区更携手推出约 100 种特别商品，除了可爱的粉红米妮造型南瓜之外，还有更多
的共通特别商品将令旅客爱不释手。

§有关其它旅游信息，可浏览日本国家旅游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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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餐饮
特别活动期间，米格勒黄金国快餐中心将推出骷髅头造型的墨西哥玉米脆饼饭（Taco Rice）
。园区内
的各餐饮设施也会推出印有万圣节图样的纪念杯盘，并精心设计多种套餐组合及特调鸡尾酒，让旅
客大饱口福。同时，旅客在购买甜点时，亦可选购印有万圣图样的达菲纪念杯盘或雪莉玫纪念杯盘。
■园区布置
园区内各大海港亦将依其主题，呈现不同风采。欧洲华丽风格的地中海港湾、充满大都会幽默感的
美国海滨纽约区、以乡村温馨情调迎接旅客的鳕鱼岬，皆各具独特魅力。今年新加入庆祝行列的失
落河三角洲也将采用拉丁美洲的鲜艳色系，为迪士尼海洋的万圣月带来热闹气氛。
■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
在迪士尼万圣月期间，地中海港湾、美国海滨及失落河三角洲的演艺人员将会配戴充满异国情调的
威尼斯面具，为园区增添万圣色彩。此外，旅客若于美国海滨（纽约区、鳕鱼岬）或失落河三角洲
遇见身穿万圣节特别服装的演艺人员时，只要说出：
“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蛋），即可获得园
区特别准备的糖果一份。
■向导游园（
向导游园（仅提供日语
仅提供日语服务）
服务）
“标准游园：游行七海之旅”将于“迪士尼万圣月”期间增加内容，带领旅客了解园区内万圣装饰
的典故，并介绍万圣节的相关故事。
■于东京迪士尼
于东京迪士尼海洋内的变装规则
迪士尼海洋内的变装规则
“迪士尼万圣月”特别活动期间，旅客可穿戴仅遮盖眼部的威尼斯面具
仅遮盖眼部的威尼斯面具、发箍、帽子等饰品，于东
仅遮盖眼部的威尼斯面具
京迪士尼海洋享受变装乐趣。
请注意：
东京迪士尼
迪士尼海洋恕不开放全身
海洋恕不开放全身变
装的旅客
旅客进入园区
进入园区（
。
请注意
：东京
迪士尼
海洋恕不开放全身
变装的
旅客
进入园区
（12 岁以下的小孩
岁以下的小孩除外）
除外）
有关变装入园之规定与限制，
有关变装入园之规定与限制，请至东京迪士尼
请至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
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
度假区官方网站确认，或向东京迪士尼
或向东京迪士尼度假区洽询
迪士尼度假区洽询。
度假区洽询。

迪士尼饭店
迪士尼饭店
迪士尼大使大饭店、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大饭店、东京迪士尼乐园大饭店亦将搭配“迪士尼万圣
月”举办风格迥异的美食活动。欢迎旅客莅临度假区时，于此品尝秋季美食，并于迪士尼饭店度过
独一无二的万圣节时光。
一般参阅（中、日、英文）
：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页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

§有关其它旅游信息，可浏览日本国家旅游局网站§
http://www.jnto.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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