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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庆祝活动「欢乐幸福年」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圣诞月特别活动
11 月 7 日～12 月 25 日

【日本千叶讯】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将于 11 月 7 日至 12 月 25 日期间，举办为期 49 天的
迪士尼圣诞月特别活动。东京迪士尼海洋、东京迪士尼乐园、迪士尼饭店等各大设施都
将分别推出精彩内容，令正在举办 30 周年庆祝活动「欢乐幸福年」的东京迪士尼度假
区更加幸福洋溢、缤纷欢乐！
东京迪士尼海洋将换上温馨璀璨的圣诞灯饰、华
东京迪士尼海洋
丽耀眼的圣诞装饰，推出以「心愿」为主题的特别活
动「圣诞愿望
圣诞愿望」
圣诞愿望 。
届时，充满 30 周年庆欢乐气息的特别迎宾表演「来
自七海港的佳节祝福」，以及令高大圣诞树绽放梦幻光
彩的特别娱乐表演「绚彩圣诞」，皆会于地中海港湾与
东京迪士尼海洋
「绚彩圣诞」

游客见面。
美国海滨的港岸公园也将以雪花结晶作为灯饰主
题，于晚间呈献「雪晶幻彩」，以美丽彩灯与位于 S.S.
哥伦比亚号前的 15 公尺圣诞树相辉映，令夜色下的园
区更加缤纷华丽。
此外，七座主题海港也会纷纷竖起风格迥异的圣
诞树并换上圣诞装饰，令整座东京迪士尼海洋环绕在
东京迪士尼海洋
美国海滨的圣诞树灯饰

一年一度、唯此仅有的浪漫氛围中。
于东京迪士尼乐园
东京迪士尼乐园，以圣诞老人居住的「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乐园
圣诞村」为舞台的特别活动「圣诞梦幻
圣诞梦幻」
圣诞梦幻 也将欢乐开跑。
今年，迪士尼圣诞村的「玩具工厂」将成为亮眼焦点，
呈现多彩多姿的特别内容。
届时，不仅有游行表演「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透
过一台台花车，于游行路径欢乐呈现迪士尼圣诞村的可
爱世界，灰姑娘城堡前的照相景点、园区销售的特别商
品也都会以圣诞村的「玩具工厂」作为设计主题，为游

东京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

客打造犹如走入童话世界般的幸福圣诞。
©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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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仅供參考

「迪士尼大使大饭店」、「东京迪士尼乐园大饭店」、「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大饭店」，
以及「迪士尼度假区线」等设施皆将企划多彩多姿的圣诞月特别活动，令圣诞月的浪漫
气息洋溢整座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于迪士尼圣诞月特别活动期间，两座园区将配合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庆祝活动「欢乐幸福年」，
推出 10 种印有「Make Happiness」标志的特别商品。
该商品的 1％销售所得（不含税）将会捐至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Unicef）。欢迎游客选购指定商品，与东京迪
※印有此标志的商品为捐款指定商品

士尼度假区一同将幸福传递至世界各地。
在圣诞铃声欢欣响起的季节，迈入 30 周年的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将以幸福魔法呈献
温馨浪漫的迪士尼圣诞月。诚挚邀请游客与家人好友一同莅临园区，在此共度幸福洋溢
的冬季假期。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
媒体咨询（日文）：047-305-5111
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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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海洋「
东京迪士尼海洋「圣诞愿望」
圣诞愿望」☆

娱乐表演

☆「绚彩圣诞」
绚彩圣诞」
地
点：地中海港湾
演出时间：约 13 分钟（每日 1 场）
演出人数：13 人
内容简介：
当夜幕笼罩整座园区，一场光彩缤纷的水上娱乐表演「绚彩圣诞」将在地中海港湾上演。
高达 15 公尺的大型圣诞树、环绕其四周的小圣诞树造型装饰都会亮起彩灯，编织一段梦幻
浪漫的晚间时刻。
当清澈的圣诞钟声在灯火灭熄、万籁俱寂的地中海港湾响起，精彩娱乐表演随即揭开序
幕。米奇与迪士尼明星将乘船由水上登场，一边唱着圣诞歌曲、一边为漂浮在港湾四处的小
型圣诞树装饰点亮红色、绿色等七彩灯光。
色彩缤纷的彩灯在一座座小型装饰上纷纷亮起后，米奇与迪士尼明星将邀请游客一同凝
聚心愿点亮传说中的大圣诞树。当游客随着米奇们许下心愿时，小型装饰的彩灯也开始闪烁
发光、放出一道道光芒。顿时，一棵高大的圣诞树在港湾中央出现了。并且随着小型装饰变
换色彩，绽放梦幻光辉。
当迪士尼明星在大圣诞树挂上了各式各样的圣诞装饰后，明亮绚丽、色彩鲜艳的大圣诞
树将瞬间幻化为雪白圣诞树，四周的圣诞树造型装饰也亮起了犹如镶嵌玻璃般的美丽光辉。
此时，达菲、雪莉玫、小木偶皮诺丘将乘船登场，这场表演也由此迈向精彩终曲。光辉耀眼
的圣诞树、华丽壮观的特效烟火、环绕圣诞树的优美水舞……，各种绚丽色彩将于地中海港
湾交织纵横，令华丽浪漫的梦幻时刻化为隽永记忆。
※于 11 月 29 日将暂停演出。

☆「绚彩圣诞：
绚彩圣诞：梦幻余辉」
梦幻余辉」
地
点：地中海港湾
演出时间：约 3 分钟（于烟火表演「幸福满夜空」后，每隔 15 分钟上演 1 场）
内容简介：
当华丽缤纷的烟火表演落幕后，于娱乐表演「绚彩圣诞」中亮起璀璨光辉的大圣诞树将
随着悠悠的圣诞乐曲持续绽放梦幻光辉。配合曲风、节奏而变化的缤纷灯色彷佛是游客与迪
士尼明星许下的一个个美丽心愿，令彩灯环绕的地中海港湾更显得浪漫温馨。
※于 11 月 29 日将暂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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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七海港的佳节祝福」
来自七海港的佳节祝福」
地
点：地中海港湾
演出时间：约 20 分钟（每日 2 场）
内容简介：
米奇、迪士尼明星将以整座地中海港湾作为表演舞台，庆祝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
的圣诞季节来临，并祝福游客由此展开美好的一天。今年，雪莉玫、麦克士、克莉丝等迪士
尼明星也将加入迎宾行列，整场娱乐表演热闹精彩更胜往年。
在米奇的提议下，迪士尼明星将自七座主题海港带来圣诞树，一同在地中海港湾举办圣
诞派对。当悦耳的圣诞乐曲响起，自各地同心协力运来圣诞树的迪士尼明星陆续由地中海港
湾的大街小巷登场，缤纷欢欣的圣诞派对就此开始。来自各座海港的七棵圣诞树也将被聚集
在米奇所搭乘的船只上，以美丽色彩增添圣诞季节的欢乐气息。
在派对即将告一段落，人人意犹未尽时，四周将响起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庆主题
曲的轻快乐声，米奇也在剎那间换上了庆祝 30 周年的金色燕尾服，再次掀起惊喜欢呼！更
多的迪士尼明星也会乘着装饰有幸福气球的渡轮来到会场与游客互道圣诞快乐，并祝福游客
度过幸福洋溢的一天。

☆其他娱乐表演
于园区各处上演的娱乐表演、街头表演将推出欢乐温馨的圣诞特别版本。迪士尼明星迎
宾会设施也会换上充满圣诞节特色的装潢，并由换上圣诞服饰的迪士尼明星迎接游客。
娱乐表演
开筵宴客～圣诞美食～
动感大乐团～圣诞特别版～

演出地点
船坞边舞台
百老汇音乐剧场

街头表演
东京迪士尼海洋滨海乐团
趣味清潔夫

演出地点

迪士尼明星
达菲、雪莉玫
艾莉儿

迪士尼明星迎宾会设施
渔村迎宾小屋
艾莉儿的迎宾洞窟

港岸公园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次数可能有所变更；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次数可能有所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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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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内装饰
园区入口处的建筑将换上圣诞装饰，并高挂主题旗帜。配合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
庆而全新设计的装饰图案，必定能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入夜后，整座园区的圣诞灯
饰将会亮起璀璨光辉，营造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浪漫圣诞氛围。
美国海滨的港岸公园将设置米奇与美妮的圣诞雕像，并全新推出「雪晶幻彩」，以雪花
结晶造型的彩灯展现华丽风采。欢迎游客到此聆听「东京迪士尼海洋滨海乐团」演奏圣诞乐
曲；在以雪花结晶装饰的公园椅小酌热红酒、享用「D’s Delights」系列的温热饮品，感
受彷佛在纽约迎接圣诞的欢乐气氛。当暮色渐深时盏盏灯饰也会一一亮起，令整座港岸公园
在温馨灯色环绕中别有一番风情。

「雪晶幻彩」
※照片仅供參考

圣诞树装饰
特别活动期间，由迪士尼明星许下心愿而制作的圣诞树、圣诞装饰将再次登场，为七座
主题海港打造风格迥异的圣诞气氛。每年竖立于 S.S.哥伦比亚号前的 15 公尺豪华圣诞树，
今年更将换上庆祝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的特别装饰，令前所未有的幸福气息环绕整座
美国海滨。
＜七座主题海港的圣诞树＆圣诞装饰＞

主題海港

地中海港湾

许下愿望的
迪士尼明星

米奇

圣诞树＆装饰简介
这棵由天然冷杉打造的圣诞树，寄托着米奇的圣诞愿
望：「希望能与心爱的人共度浪漫的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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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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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滨
（鳕鱼岬）

發現港

失落河三角洲

奇奇、帝帝

为了实现「白色圣诞」的梦想情境，奇奇、帝帝与发
现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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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棵河畔最大的一棵树
成了替探险家祈福的圣诞树。不失自然风采的树上吊
唐老鸭、黛丝 着用树枝与藤蔓编织而成的各种装饰，高挂的盏盏灯
笼更是在夜晚散发梦幻光晕。

阿拉伯海岸

美人魚礁湖

神秘岛

美妮

绑上大大的蝴蝶结、挂着达菲与雪莉玫造型装饰的可
爱圣诞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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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圣诞节。」
夕阳西下后，圣诞树将亮起暖暖灯光，让鳕鱼岬充满
朴实温馨的圣诞气氛。

神灯精灵

期待与好友们热闹度过冬季假期的神灯精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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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饰了！夜幕低垂后，装饰上的神灯、饰件将更显得金
碧辉煌。

艾莉儿

艾莉儿利用美丽的贝壳、在海中收集的各样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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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相互辉映。

「希望大家都能见到大自然的惊奇与美丽！」
高飞、布鲁托怀着这样的愿望，与尼默船长一同前往
高飛、布魯托 地底世界探险，并且带回了这块奇异水晶。由色彩变
化无穷的水晶打造的圣诞树，炫目迷人、神秘无比。

特别商品
特别活动期间，东京迪士尼海洋将推出 50 种独家特别商品。除了以娱乐表演「绚彩圣
诞」的镶嵌玻璃作为设计灵感的吊饰、钥匙圈之外，今年更将全新推出圣诞树造型的个人化
吊饰。欢迎游客自由组合各样配件，为自己或心爱的人制作独一无二的背包吊饰。
达菲和雪莉玫的系列商品亦会配合圣诞季节，推出约 40 种以「鳕鱼岬的白色圣诞夜」
为主题的特别商品，并透过商品呈现达菲与雪莉玫一边玩雪一边等候圣诞老人的温馨模样。
此外，园区今年将新增以圣诞礼物作为灵感的全新系列商品「ShellieMay's stocking
stuffers」，令鳕鱼岬的圣诞节更添缤纷气氛。
届时，东京迪士尼海洋、东京迪士尼乐园将共同推出约 80 项以雪人、姜饼人作为造型
设计的特别商品。唐老鸭与黛丝今年将首次加入成双销售的特别商品中，提供游客米奇＆美
妮之外的商品选择。此外，米奇、美妮玩偶等各样以「欢乐幸福年」为主题的特别商品也会
推出圣诞特别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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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园区也会配合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庆，销售共 10 种印有「Make Happiness」
标志的共通商品，并将销售所得（不含税）的 1％捐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欢迎
游客选购上述商品，与东京迪士尼度假区一同传递幸福给世界各地的孩童。
※特别商品自 11 月 1 日起抢先推出。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特别餐饮
特别活动期间，东京迪士尼海洋将以多彩多姿、丰富多样的圣诞特别餐点，与游客分享
唯此仅有的美食体验。
「波多菲诺咖啡坊」将配合圣诞季节推出旋转烤鸡套餐，
「S.S.哥伦比
亚餐厅」、
「卡纳雷托餐馆」则以圣诞全餐为游客带来一段浪漫用餐时刻，供应墨西哥料理的
「米格勒黄金国快餐中心」也会推出圣诞特别套餐。
届时，以迪士尼．皮克士电影「玩具总动员」系列中的太空外星人为造型的人气甜点「绿
※
色部队甜三宝 」将装在圣诞帽造型的纪念盒中登场。达菲造型的爆米花桶也会推出戴着金

色圣诞帽的限定款式。此外，部分特别甜点将附有达菲、雪莉玫的纪念杯、纪念盘。
※东京迪士尼乐园亦有销售「绿色部队甜三宝」。
※特别餐饮自 11 月 1 日起抢先推出。
※餐饮内容有可能不经预告而变更，且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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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迪士尼乐园「
东京迪士尼乐园「圣诞梦幻」
圣诞梦幻」☆

娱乐表演
☆「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
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
地
点：游行路径
演出时间：约 45 分钟（每日 2 场）
演出人数：约 110 人
内容简介：
以圣诞老人居住的圣诞村为舞台的游行表演
「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今年再次登场，欢乐上
演迪士尼明星与圣诞老人同心准备迎接圣诞节的
缤纷景象。不仅米奇、美妮和部分迪士尼明星将
换上新衣登场，游行配乐也作了改编。此外，迪
士尼明星在游行途中与游客互动的同欢时段更是
©Disney

※照片仅供參考

推出全新内容，带来精彩欢乐超越以往的热闹游
行表演。
当居住在迪士尼圣诞村的圣诞精灵在队伍前端登场，邮局花车缓缓驶入游行路径后，这
场游行表演随即开始。邮局里到处都是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寄给圣诞老人的信件。前来帮忙
的唐老鸭、黛丝与史高治等迪士尼明星，正在这里依着小朋友的圣诞愿望将信件分门别类，
忙得不可开交。
在邮局花车之后，玛丽与克莉丝烘焙着圣诞甜点的点心坊花车；布鲁托的马卡龙狗屋
花车；高飞、麦克士欢乐玩雪的公园花车……，色彩绚丽的花车将陆续来到游客面前，展
现一幕幕迪士尼明星筹备圣诞节的可爱景象。
米奇、美妮也换上了以镶嵌玻璃作为设计灵感的新服装，在圣诞树造型的舞台花车上
与圣诞村的合唱团一同欢唱圣诞歌曲。奇奇、帝帝更是一展长才，在玩具工厂的花车上帮
忙准备圣诞礼物，三只小猪也在礼物工坊的花车上包装着各式各样的圣诞礼物。
最后登场的花车是圣诞老人温馨的家。唐老鸭的三个侄儿辉儿、杜儿、路儿将搭乘这
辆满载着圣诞礼物的花车，并与圣诞老人一同祝贺游客圣诞快乐。
游行表演中，全长 250 公尺、由 8 台花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将会于游行路径的三处稍作
停留，与游客一同庆祝圣诞节的来临。当游客与迪士尼明星一同拍掌、欢唱圣诞歌曲时，队
伍上空将降下大量的飞舞雪花，带来梦幻无比的欢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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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将于 3 处稍作停留。
（①西部乐园与梦幻乐园之间、②圆环、③明日乐园与卡通城之间）

☆其他娱乐表演
于园区各处上演的娱乐表演、街头表演将推出欢乐温馨的圣诞特别版本。
娱乐表演
东京迪士尼乐园电子大游行～梦之光
超级跳跳跳

演出地点
游行路径
广场楼阁舞台

※自 11 月 1 日起上演圣诞版本

街头表演
东京迪士尼乐园大乐队
钢琴脚踏车

演出地点
世界市集／小圆环
※演出地点将依场次而变更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次数可能有所变更；
上述娱乐表演的演出次数可能有所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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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装饰
灰姑娘城堡前的圆环将以「迪士尼圣诞村」的玩具工厂为主题，呈现梦幻欢乐的圣诞
景色。在位于圆环中央的照相景点不仅可以见到米奇、美妮与高飞、奇奇、帝帝一起制作
玩具作为圣诞礼物的景象，还可以见到圣诞精灵们帮忙搬运礼物的可爱模样。位于「迪士
尼圣诞村」入口处的拱门，将以各式各样的玩具作为装饰；销售特别餐饮的活动商品小铺
也会利用圣诞村制作的可爱点心、饼干装饰店面。
此外，世界市集中央将会立起高达 15 公尺的大型圣诞树，各个主题区域也将设置照
相景点、挂上圣诞花环，令东京迪士尼乐园处处充满梦幻欢乐的圣诞气息。

游乐设施
下列 3 座游乐设施将推出广受欢迎的圣诞月活动期间的限定版本。
游乐设施
幽灵公馆「假期梦魇」
乡村顽熊剧场「圣诞铃音乐会」
小小世界「欢欢乐乐假期」

实施日期
2013 年 9 月 9 日～2014 年 1 月 5 日
2013 年 11 月 7 日～2013 年 12 月 27 日
2013 年 11 月 2 日～201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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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商品
特别活动期间，东京迪士尼乐园将推出约 50 种独家特别商品。除了配合「迪士尼圣
诞村的玩具工厂」而推出的胡桃钳娃娃摆饰品、吊饰套组、糖果等主题商品之外，年年广
受欢迎的迪士尼明星玩偶、今年首次登场的迪士尼壁贴等亦会同时登场。
今年，东京迪士尼乐园、东京迪士尼海洋更将首度推出「玩具总动员」的圣诞特别商
品。小绿人靠枕、玩偶等 20 种以上的园区共通商品，各个造型可爱，令人爱不释手。
两座园区也将配合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30 周年庆，销售共 10 种印有「Make Happiness」
标志的共通商品，并将销售所得（不含税）的 1％捐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欢迎
游客选购上述商品，与东京迪士尼度假区一同传递幸福给世界各地的孩童。
※特别商品自 11 月 1 日起抢先推出。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特别餐饮
「广场楼阁餐厅」、
「莎拉奶奶的厨房」将推出特别套餐，并以「迪士尼圣诞村」作为
套餐甜点的造型主题。「红心女王宴会大厅」、「广场楼阁餐厅」将供应圣诞蛋糕，欢迎游
客与亲朋好友一同享用。
位于圆环内的活动商品小铺将推出可以边走边吃的可爱小点心。米奇、美妮姜饼人造
型的饼干，以及附有 30 周年圣诞月纪念杯的特别甜点等，皆是游园时不容错过的好滋味。
此外，以幸福气球作为造型的软糖纪念盒也会限期推出红色、黄绿色、紫色 3 种新款
式；
「水晶宫餐厅」、
「东街咖啡餐馆」则会在庆祝 30 周年的吃到饱餐点、特别套餐中融入
圣诞节的节庆特色。
※特别餐饮自 11 月 1 日起抢先推出。
※餐饮内容有可能不经预告而变更，且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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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饭店
特别活动期间，3 座迪士尼饭店皆会竖起圣诞树、挂上圣诞灯
饰，令一年当中最璀璨耀眼的季节更加温馨浪漫。
迪士尼大使大饭店将配合园区特别活动，推出换上圣诞装饰的
主题客房，并于餐饮设施供应以「雪花」为主题灵感的特别餐饮。
每份特别餐饮都会附赠一只米奇或美妮的独家雪人造型别针※作为
纪念。
同时，「东京迪士尼乐园大饭店」、「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大
饭店」亦会配合东京迪士尼乐园、东京迪士尼海洋的圣诞月特别活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
「帝国餐厅」
“Empire Lunch”

动分别推出特别餐饮。
※别针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特别餐饮将自 11 月 1 日起抢先推出。

迪士尼饭店

迪士尼大使大饭店

东京迪士尼乐园
大饭店

东京迪士尼海洋
观海景大饭店

活动名称

参加餐厅

圣诞假期

帝国餐厅
花 Hana
亥伯龙厅
滴答餐车

（加州料理）
（日本料理）
（大厅咖啡厅）
（轻食咖啡厅）

圣诞梦幻

雪伍德花园餐厅 （吃到饱餐厅）
美人蕉时尚餐厅 （创作料理）
梦想家欢饮厅
（大厅咖啡厅）

圣诞愿望

海洋宫
丝路园
美景厅

（地中海料理）
（中式料理）
（意大利料理）

迪士尼度假区线
特别活动期间，单轨电车「迪士尼度假区线」将推出迪士尼明星的圣诞彩绘车厢。同
时，迪士尼度假区线的 4 座车站也会换上充满圣诞气氛的灯饰、装饰，并新设照相景点，
供游客拍照留念。

11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套装行程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将配合两座园区的圣诞月特别活动，推出冬季住宿套装行程。套装
内容含有饭店住宿券、特别娱乐表演「迪士尼圣诞村大游行」与「绚彩圣诞」的观赏券，
为游客打造唯此仅有的度假体验。同时还有能够于游乐设施「星际旅行：冒险续航」或「玩
具总动员疯狂游戏屋」使用的快速通行券，帮助游客以最短的等待时间体验大受欢迎的游
乐设施，并且更加尽兴地畅游充满圣诞浪漫氛围的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行程内容仅提供日文服务。
※上述套装行程预定于 9 月 10 日开始销售。
详情将自 9 月 3 日 17：00（日本时间）起刊登于「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在线购票＆预约」：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online/package/index.html（仅提供日文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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