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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斯尼度假区
东京迪斯尼度假区®
圣诞佳节特别活动
2011 年 11 月 7 日～12 月 25 日
东京迪斯尼度假区将于2011年11月7日起至12月25日期间，举办为期49天的圣诞佳节特别活动。东京迪斯
尼乐园®、东京迪斯尼海洋®、迪斯尼饭店等各大设施将分别推出精彩的活动内容，带来充满欢乐、缤纷
多彩的迪斯尼圣诞假期。
本年度，东京迪斯尼乐园将以「迪斯尼圣诞村」为主题，举办特别
活动「圣诞梦幻」。灰姑娘城堡前的圆环将会装饰成圣诞老人居住
的村庄，而迪斯尼风格十足的圣诞装饰亦会出现在园区各个角落，
打造出唯此仅有的圣诞世界。全新游行表演「迪斯尼圣诞村大游
行」，也将于游行路径隆重登场。一台台充满圣诞特色的花车，都
将呈现出迪斯尼卡通明星与圣诞村的居民共同迎接圣诞节的情景。
迈入开幕10 周年的东京迪斯尼海洋将举办特别活动「圣诞愿望」，
展现七种风格迥异的海港圣诞风情。全新迎宾表演「七彩缎带迎圣
诞」，将于里多岛缤纷登场。节目中，由七座主题海港纷纷前来的
迪斯尼卡通明星将呈献轻快的舞蹈演出，并与游客一同迎接圣诞节
的来临。去年广受欢迎的娱乐表演「圣诞愿望」也会再度上
演，于港岸公园特别舞台编织一出以圣诞心愿为主题的
温馨歌舞剧。「迪斯尼大使®大饭店」、「东京迪斯尼海洋观海景
®大饭店」、「东京迪斯尼乐园®大饭店」等三座迪斯尼饭店，也
将举办多彩多姿的圣诞活动；「伊克斯皮儿莉®」、「迪斯尼度假
区线」等度假区设施亦会于本特别活动期间推出各项佳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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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施的特别活动实施日期将会有所不同
各设施的特别活动实施日期将会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敬请留意。
敬请留意。
当一年四季之中最耀眼浪漫的季节来临，东京迪斯尼度假区诚挚欢迎游客的莅临，在温馨欢乐的佳节气
氛中与家人好友共享一段精彩难忘的假期时光。
东京迪斯尼乐园「
东京迪斯尼乐园「圣诞梦幻」
圣诞梦幻」
娱乐表演
☆迪斯尼圣诞村大游行
地 点：游行路径
演出时间：约45分钟（每日2场）
概 要：
今年首次登场的游行表演「迪斯尼圣诞村大游行」，将以圣诞老人居住的圣诞村为舞台，呈现出迪斯尼
卡通明星与圣诞老人同心准备迎接圣诞节的欢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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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村的居民――圣诞精灵，将为这场充满梦幻色彩的游行表演揭开序幕。唐老鸭、黛丝将搭乘邮局造
型的花车率先登场，两人正七手八脚忙着整理小朋友们由世界各地寄给圣诞老人的信件；紧接其后的糖
果屋花车上，玛莉正快乐地准备各式各样的糖果饼干；布鲁托也会乘着由饼干做成的狗屋花车到场。
米奇与美妮将随着大型圣诞树花车来到游行路径，并加入圣诞村的合唱团，展现美妙歌声。高飞将陪伴
麦克斯，快乐地在公园花车上玩雪；奇奇与帝帝更是一展长才，在制作玩具的花车上帮忙准备圣诞礼物。
于游行末尾压轴登场的花车，将是圣诞老人温馨的家。圣诞老人也会在堆满玩具、饼干的家中，为全世
界的小朋友们准备精彩的圣诞礼物。
※游行队伍将于园区
游行队伍将于园区3
园区3处稍做停留。
处稍做停留。欢迎游客与迪斯尼卡通明星一起合唱圣诞歌曲，
欢迎游客与迪斯尼卡通明星一起合唱圣诞歌曲，或随着节奏拍手，
或随着节奏拍手，一
同欢庆圣诞节来临。
同欢庆圣诞节来临。

☆闪亮圣诞城
地 点：城堡前院
演出时间：约4分钟（入夜后不定时实施）
概 要：
去年广受好评的「闪亮圣诞城」，今年将于灰姑娘城堡前再度登场。当圣诞组曲的旋律响起，灰姑娘城
堡上将浮现可爱的圣诞礼物、和蔼的圣诞老人等图案，而城堡上空也会轻轻飘下皑皑白雪。童话王国浪
漫梦幻的时刻，将为冷冽冬夜增添缤纷色彩。
☆星彩圣诞
地 点：园区上空
演出时间：约5分钟（每日1场）
概 要：
鲜红艳绿的烟火将配合耳熟能详的圣诞歌曲，一朵朵盛开在高空中。星星、铃铛图样的烟火更添圣诞气
息，令夜空充满美丽色彩。欢迎游客合家驻足欣赏，将充满梦幻的景致化为隽永的璀璨回忆。
☆东京迪斯尼乐园电子大游行～
东京迪斯尼乐园电子大游行～梦之光
地 点：游行路径
演出时间：约45分钟（每日1场）
概 要：
于今年7月增添全新花车的游行表演「东京迪斯尼乐园电子大游行～梦之光」，将推出圣诞特别版。游行
中不仅会穿插圣诞乐曲，米奇、美妮等迪斯尼卡通明星亦会换上圣诞服装陆续登场，为游客呈献不同于
帄时的声光飨宴。
☆其它娱乐表演
平时广受游客欢迎的娱乐表演也将推出圣诞特别版。在「超级跳跳跳」中，舞台上不但会有可爱的圣诞
树作为布景，小朋友更可与迪斯尼卡通明星一同随着圣诞歌曲跳起欢乐的舞步。此外，「东京迪斯尼乐
园大乐队」、「钢琴脚踏车」也会在世界市集不定时演出，以热闹欢乐的圣诞乐曲迎接莅临游客。
※圣诞特别版的「
圣诞特别版的「超级跳跳跳」
超级跳跳跳」将自11
将自11月
11月1日起抢先与游客见面。
日起抢先与游客见面。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将可能有所变更；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将可能有所变更；表演内容亦可能受天气等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表演内容亦可能受天气等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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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装饰
灰姑娘城堡前的圆环将出现一座装饰美丽的拱门，迎接游客由此进入圣诞老人居住的「迪斯尼圣诞村」。
游客可至圆环中央的照相景点，与正在准备圣诞礼物的米奇、在邮局奋力工作的唐老鸭等迪斯尼卡通明
星照相留念，亦可至活动商品小铺购买特别餐饮，沉浸于「迪斯尼圣诞村」独一无二的欢乐氛围中。此
外，世界市集中央将会设置高达15 公尺的圣诞树，园区各处也会换上华丽装饰、点上耀眼彩灯，为东京
迪斯尼乐园带来充满梦幻色彩的圣诞气息。
推出圣诞特别版的游乐设施
☆迪斯尼画廊「
迪斯尼画廊「迪斯尼绘画教室」
迪斯尼绘画教室」圣诞特别课程（
圣诞特别课程（日文授课）
日文授课）
以有趣的授课方式而大受欢迎的「迪斯尼绘画教室」，将于活动期间推出圣诞特别课程，教授游客如何
轻松画出「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米奇」。（课程约30分钟／费用为500日圆）
☆其它游乐设施
下列游乐设施也将推出广受欢迎的圣诞特别版：
游乐设施
实施日期
幽灵公馆「假期梦魇」
2011年09月04日～ 2012年01月04 日
乡村顽熊剧场「圣诞铃音乐会」
2011年11月01日～ 2011年12月27 日
特别商品
活动期间，东京迪斯尼乐园将会销售约90项独家特别商品，陪伴游客度过欢乐假期。多彩多姿的商品内
容如：每年限量销售的圣诞节纪念瓷盘；穿上「迪斯尼圣诞村大游行」服饰的米奇玩偶、美妮玩偶；以
圣诞村的邮局为设计图样的邮票套组、明信片等。同时，东京迪斯尼乐园及东京迪斯尼海洋更将推出约
110项共通特别商品。历年广受好评的雪人造型商品，今年除了有米奇雪人、美妮雪人之外，唐老鸭与他
的侄子――辉儿、杜儿、路儿也将加入商品阵容。而美妮造型的姜饼人系列商品也将以草莓口味的姜饼
为设计灵感，换上粉红色的新装登场。
※特别商品自11
特别商品自11 月1 日起抢先推出。
日起抢先推出。数量有限，
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售完为止。
特别餐饮
「东街咖啡餐馆」、「蓝海湾餐厅」等共19间餐饮设施，将于活动期间提供特别餐点，以视觉、味觉的
双重飨宴为圣诞佳节增添喜悦。同时，园区将推出印有「迪斯尼圣诞村」主题图案的纪念餐盒组合餐；
圆环内的活动商品小铺亦销售附有纪念杯、纪念盘的特制甜点。纪念杯、纪念盘上，将印有迪斯尼卡通
明星的独家圣诞图案。此外，爆米花推车也将全新推出会发光的筒靴型爆米花桶，欢迎游客选购珍藏。
※特别餐饮自11
特别餐饮自11月
11月1日起抢先推出。
日起抢先推出。数量有限，
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售完为止。
其它
活动期间于东京迪斯尼乐园内投递的邮件，皆将会在转交邮局寄送之前加盖「迪斯尼圣诞村」特制纪念
章（贺年卡除外），为满载祝福的信件增添佳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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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斯尼海洋「
东京迪斯尼海洋「圣诞愿望」
圣诞愿望」
娱乐表演
☆圣诞愿望
地 点：港岸公园特别舞台
演出时间：约25分钟（每日4场）
概 要：
今年，娱乐表演「圣诞愿望」将再度于港岸公园特别舞台与游客见面。圣诞精灵将施展魔法，带领迪斯
尼卡通明星与游客体验一段发生于圣诞节前夕的美妙时刻。
节目中，圣诞老人将带来充满幽默的逗趣演出；小雪人们更是展露可爱舞姿，为观众带来欢笑。在圣诞
精灵的神奇魔法中，米奇与迪斯尼卡通明星的圣诞愿望也将逐一实现。欢乐的圣诞体验、美丽的圣诞服
饰……，米奇们于愿望实现后才体会到，原来最真切美好的圣诞愿望是：「与知心好友共度佳节」。于
是，在圣诞精灵的引领下，米奇与迪斯尼卡通明星的愿望再次实现了！齐聚一堂的好友们高兴地分享神
奇经历，并共度这一年一度的佳节时刻。
随着节目接近尾声，20名舞者将跳起整齐亮丽的排舞，庆祝圣诞节的来临；圣诞精灵亦会搭起高约10公
尺的美丽圣诞树，祝福所有人的「圣诞愿望」皆能实现。温馨华丽的娱乐表演，将于充满圣诞特色的乐
曲中迈向感人高峰。
※希望于观赏区欣赏本娱乐表演的游客，
希望于观赏区欣赏本娱乐表演的游客，须至「
须至「碧莉叶特利亚」（
碧莉叶特利亚」（位于
」（位于「
位于「威尼斯船夫小吃」
威尼斯船夫小吃」旁）参加入
场券的抽选活动。
场券的抽选活动。
☆七彩缎带迎圣诞
地 点：里多岛
演出时间：约20分钟（每日2场）
概 要：
迈入10周年的东京迪斯尼海洋要迎接圣诞节了！米奇与迪斯尼卡通明星将换上新装来到里多岛，与游客
分享来自七座主题海港的礼物，并且一同欢度圣诞节。
由美国海滨率先抵达会场的美妮与达菲，将随着轻快的爱尔兰舞曲，跳出和谐愉快的舞步，为里多岛染
上鳕鱼岬的温馨圣诞气氛。其后，迪斯尼卡通明星也会自远方的主题海港陆续抵达，并藉由独具风格的
歌舞向游客介绍各座主题海港的圣诞特色。代表各座主题海港的迪斯尼卡通明星纷纷到齐后，舞台将响
起东京迪斯尼海洋10周年庆的主题曲，并竖起7座利用缎带完成的大圣诞树，为整场充满欢乐舞蹈与缤纷
色彩的迎宾表演画下完美句点。
《代表各座主题海港的迪斯尼卡通明星
代表各座主题海港的迪斯尼卡通明星》
的迪斯尼卡通明星》
地中海港湾
米奇
美国海滨
美妮、达菲
发现港
奇奇、帝帝
失落河三角洲
唐老鸭、黛丝
阿拉伯海岸
神灯精灵
美人鱼礁湖
艾莉儿、亚力克王子
神秘岛
高飞、布鲁托
☆动感大乐团～
动感大乐团～圣诞特别版～
圣诞特别版～
地 点：百老汇音乐剧场
演出时间：约30分钟（每日4至5场）
概 要：
动感大乐团将于活动期间推出圣诞特别版本。游客可透过现场演奏欣赏精彩万分的圣诞组曲；亦可从生
§有关其他旅游信息，可浏览日本国家旅游局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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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十足的歌声与盛大华丽的舞蹈表演中，享受1920年代至40年代让全世界年轻人都为之疯狂的摇摆爵
士乐。
当大乐团演奏起摇摆爵士版圣诞组曲，仅于圣诞期间登台的特别来宾――高飞与唐老鸭，将为游客带来
趣味十足的演出。米奇与美妮也会随着圣诞情歌的浪漫乐声翩翩起舞，呈献圣诞期间的特别内容。
圣诞组曲进入尾声时，舞台及观众席将飘起片片洁白雪花。迪斯尼卡通明星更会加入换上圣诞装扮的舞
者之中，一起在轻快的舞步中演唱圣诞歌曲，为精彩表演拉下美丽帷幕。
☆星彩圣诞
地 点：园区上空
演出时间：约5分钟（每日1场）
概 要：
鲜红艳绿的烟火将配合耳熟能详的圣诞歌曲，一朵朵盛开在高空中。星星、铃铛图样的烟火更添圣诞气
息，令夜空充满美丽色彩。欢迎游客与心爱的人一同仰望耀眼夜空，将这段浪漫时刻化为隽永的璀璨回
忆。
☆其它娱乐活动
小美人鱼艾莉儿将穿上圣诞披风，迎接来访「艾莉儿的迎宾洞窟」的游客。在大街小巷不定时登场的「趣
味清洁夫」，亦会呈献圣诞风格十足的哑剧、小魔术，为漫步园区的游客带来惊喜。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将可能有所变更；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将可能有所变更；表演内容亦可能受天气等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表演内容亦可能受天气等影响而变更或取消。
特别商品
特别活动期间，东京迪斯尼海洋将销售约60项独家商品，为游客的购物体验增添更多佳节乐趣。米奇玩
偶、美妮玩偶将身穿娱乐表演「圣诞愿望」的服装亮相；庆祝东京迪斯尼海洋10周年的个人化特别商品
「魔杖吊饰」，也会推出圣诞树、铃铛等圣诞限量配件，供游客打造一只独具个人色彩的圣诞魔杖吊饰。
达菲与雪莉玫的系列商品也将焕然一新，以达菲在「渔村迎宾小屋」的服装造型为设计主题，推出服装
套组、别针玩偶等，共约30项全新商品。
东京迪斯尼海洋亦会与东京迪斯尼乐园共同推出约110项以雪人、姜饼人为造型设计的特别商品。今年，
唐老鸭以及他的侄子――辉儿、杜儿、路儿将加入雪人造型商品的行列，为游客增添米奇雪人、美妮雪
人之外的趣味选择；美妮造型的姜饼人商品也将换上粉红色的新装登场。
※达菲与雪莉玫的特别商品将自11
达菲与雪莉玫的特别商品将自11月
11月4日起登场；
日起登场；其它特别商品则由11
其它特别商品则由11月
11月1日起抢先开卖。
日起抢先开卖。
※特别商品数量有限，
特别商品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售完为止。

§有关其他旅游信息，可浏览日本国家旅游局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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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餐饮
特别活动期间，园区共20间餐饮设施都将推出应景的特别餐饮。「麦哲伦」、「卡纳雷托餐馆」、「S.S.
哥伦比亚餐厅」将提供圣诞特别套餐；「饼干妈妈西点」也会贩卖附有纪念杯、纪念盘的特别甜点，以
及附有纪念餐盒的套餐组合。纪念杯盘、纪念餐盒上皆印有「圣诞愿望」的主题图案，供游客收藏留念。
此外，「泰迪罗斯福欢饮厅」将推出活动期间唯有的特调鸡尾酒；「鳕鱼岬锦标美食」也会销售附有达
菲、雪莉玫圣诞版纪念杯盘的特别甜点。
※附有达菲与雪莉玫纪念杯盘的特别甜点将自11
附有达菲与雪莉玫纪念杯盘的特别甜点将自11月
11月4日起登场；
日起登场；其它特别餐饮则由11
其它特别餐饮则由11月
11月1日起抢先推出。
日起抢先推出。
※特别餐饮数量有限，
特别餐饮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售完为止。
特别装饰
特别活动期间，各座主题海港都将立起迪斯尼卡通明星许下心愿的圣诞树或圣诞装饰，而S.S.哥伦比亚
号前更会出现一棵15公尺高的豪华圣诞树，庆祝东京迪斯尼海洋10周年的圣诞节。入夜后，盏盏彩灯将
于园区各处亮起，温馨的光芒将为游客带来暖上心头的佳节气氛。
《圣诞树、
圣诞树、圣诞装饰代表的
圣诞装饰代表的「
饰代表的「圣诞愿望」》
圣诞愿望」》
主题海港
地中海港湾

美国海滨
（鳕鱼岬）

发现港

失落河三角洲

许下愿望的
迪斯尼卡通明星
米奇

美妮

奇奇、帝帝

唐老鸭、黛丝

阿拉伯海岸

神灯精灵

美人鱼礁湖

艾莉儿

神秘岛

高飞、布鲁托

圣诞树及装饰简介
这棵由天然冷杉做成的圣诞树，寄托着米奇的圣诞愿望：「希
望能与心爱的好友度过浪漫的圣诞佳节。」
入夜后，圣诞树的灯饰将亮起温暖色彩，米奇造型的装饰也将
在暖光中反射出灿烂光彩。
绑上大大的蝴蝶结、挂上达菲与雪莉玫的可爱装饰，
美妮在这棵圣诞树前许下的愿望是：「希望能与大家度过温馨
难忘的圣诞佳节。」
夕阳西下后，圣诞树将点上温暖灯光，让鳕鱼岬充满朴实温馨
的圣诞气氛。
引颈期盼「白色圣诞」的奇奇、帝帝与科学家一同打造了这棵
圣诞树。圣诞树上琳琅满目的雪花结晶将在星光下散发晶亮光
芒。
在唐老鸭和黛丝的布置之下，河畔最大的一棵树成了替探险家
祈福的圣诞树。不失自然风采的树上挂着利用树枝与藤蔓编织
而成的各种饰品，高挂的盏盏灯笼更将在夜晚散发梦幻光晕。
期待与好朋友们一起度过热闹假期的神灯精灵，竟然施展魔法
将王宫中庭的喷泉变成一座金色的大型圣诞装饰呢！夜幕低垂
后，装饰上的神灯、饰件将更显得金碧辉煌。
艾莉儿利用美丽的贝壳、海中收集的宝贝，将这棵粉红色的珊
瑚装饰成一棵可爱的圣诞树，表达出女孩子「希望每天都能打
扮得漂漂亮亮」的心愿。
珊瑚上的珍珠饰件将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与美人鱼礁湖相辉
映。
「希望为大家呈献大自然的惊奇与美丽！」――于
是，高飞、布鲁托与尼默船长一同挺进地底世界，
带回了这块作为圣诞树材料的神秘水晶。
色彩变化无穷的水晶，将让圣诞树更加炫目迷人。
一般参阅（中、日、英文）：
东京迪斯尼度假区官方网页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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