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 10 日
致各大媒体及相关人士
Oriental Land Co., Ltd.

夏季的东京迪士尼度假区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将推出精彩纷呈的夏季特别活动，届时游客可在东京迪士尼乐园、东京迪士
尼海洋、迪士尼饭店以及伊克斯皮儿莉等各大设施欢度夏日假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东京迪士尼乐园将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推出
全新主题、洋溢浓浓夏日风情的特别活动“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
林”
。灰姑娘城堡前方的舞台将时隔 6 年再度上演夜间舞台表演，
由唐老鸭领衔，众多迪士尼明星绚丽登场。他们将以色彩缤纷的
丛林为舞台，用滂沱水花驱走夏日炎热，用熊熊火焰掀起狂欢热
浪，为游客呈献全新娱乐表演“噢！夏日万岁！”，将盛夏的园区
氛围推向欢乐最高潮。
活动期间，园内还将推出清凉无比的日间娱乐节目“朱迪与
尼克蹦跳戏水乐”。游客可与迪士尼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朱
迪·霍普斯和尼克·王尔德一起沐浴在大量飞溅的清凉水花中，

东京迪士尼乐园
“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

感受畅快淋漓的夏日乐趣。
东京迪士尼海洋也将于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继
续推出以迪士尼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为主题的特别活动“迪
士尼夏日海盗世界”。杰克船长和巴博萨船长将率领海盗们为游
客呈献精彩的娱乐表演“海盗烈夏交锋：湿不可挡！
”。游客在享
受滂沱水花淋湿全身的清凉体验的同时，还能观赏到气势磅礴的
海盗大交锋！
东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夏日海盗世界”

此外，在迪士尼饭店、迪士尼度假区线以及伊克斯皮儿莉也将有多项夏季限定活动登场。快与
您的家人好友畅游夏季的东京迪士尼度假区，一同打造特别的夏日回忆吧！

[一般咨询]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咨询中心（9:00～17:00 英日语服务）
电话：0570-00-8632 （使用部分 PHS、IP 电话时请拨打 045-330-5211）
[媒体咨询] Oriental Land Co., Ltd. 电话：047-305-5111

※图片仅供参考 ©Disney

附件

◆ 东京迪士尼乐园“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

【娱乐表演】
噢！夏日万岁！
演出地点：城堡前院
演出时间：约 20 分钟（每日 2 场）
演出人数：约 45 人
这是在时隔 6 年之后，灰姑娘城堡前方的舞台再度上演的全新夏季夜间娱乐表演。游客将观赏
到令人震撼的火焰特效，还将沐浴在大量清凉水花中体验夏日酷爽。
由唐老鸭和米奇领衔，众多迪士尼明星身着彩装绚丽登场，他们将以出现在东京迪士尼乐园的
缤纷丛林为舞台，用欢乐的音乐和舞蹈为游客带来热情奔放的现场舞台表演。
清凉水花大量喷洒，炽热火焰熊熊燃烧，加上投影特效完美结合，令夏夜的丛林更加热闹非凡。
当演出接近尾声时，水花的喷洒量也越来越大，迪士尼明星与游客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一起在这座
独一无二的奇妙丛林中共度欢乐时光。
＜登场明星＞
唐老鸭、米奇、米妮、黛丝、高飞、奇奇、帝帝、克莉丝

※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可能会发生变更。另外，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也可能变更演出内容或取消演出。

【园区装饰】
入口处将设置以热带丛林为主题的缤纷装饰，其中还描绘有身着艳丽彩装的迪士尼明星，为令
人心动雀跃的夏日氛围更添欢乐色彩。

入口处的园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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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商品】
约 80 款“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特别商品将缤纷登场，为盛夏更添欢乐气氛。其中，T 恤衫、
短裤以及玩偶别针等可供游客与同伴选购相同款式穿戴于身，是夏日游园的最佳选择。荧光手环可
在夜间散发绚丽光彩，别致又抢眼。此外，还有唐老鸭抱枕、立体呈现唐老鸭面部的纸巾套等商品，
款式丰富、别具特色。

T 恤衫
（S,M,L,LL） 各2,600 日元
短裤
（M,L） 各2,300 日元

T 恤衫
（100cm,120cm）各1,900日元、
（140cm）2,300日元
（S,M,L,LL）各2,600 日元、
（3L）2,900 日元

荧光手环
各500 日元

玩偶别针 各 1,700 日元
（奇奇和帝帝组合2,800 日元）

COOLCORE 品牌冷感毛巾 2,000 日元

【特别餐饮】
园区将推出 12 款以娱乐表演“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中的火焰和水花为创作灵感的特别餐饮。
“小憩店”将推出灵感源自火焰的热狗，红色面包中有蔬菜酱点缀，造型粗犷豪放，令人印象深刻。
“蒸汽锅炉房小吃”
、“辉儿杜儿路儿好时光咖啡”以及“虎克船长的厨房”也将分别推出灵感源自
水花的蓝红黄色缤纷可爱的冰饮，驱散暑气、清凉感十足。
此外，还有多款附带以唐老鸭为设计元素的纪念杯或纪念盘的甜点供游客选购。

“小憩店”
特别套餐 960 日元

“蒸汽锅炉房小吃”
气泡饮料（蓝柑糖浆）
“虎克船长的厨房”
气泡饮料（柠檬糖浆）
“辉儿杜儿路儿好时光咖啡”
气泡饮料（山莓糖浆）
各 380 日元

※特别商品、特别餐饮于 2019 年 7 月 8 日起提前销售。
※特别商品、特别餐饮的内容可能会无事先通知发生变更，也可能断货或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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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迪士尼乐园的其他节目 ◆
【娱乐节目】
朱迪与尼克蹦跳戏水乐
演出地点：城堡前院
演出时间：约 10 分钟（每日 4 场）
演出人数：约 10 人
“朱迪与尼克蹦跳戏水乐”是今年首次登场的洒水节目，迪士尼动
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中的朱迪·霍普斯和尼克·王尔德将为游客带来
欢乐表演。
游客将在影片主题曲《Try Everything》等轻快明亮的乐曲声中
被大量水花淋湿，体验一场清凉感十足的娱乐表演。

＜登场明星＞
朱迪·霍普斯、尼克·王尔德

朱迪与尼克蹦跳戏水乐

※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可能会发生变更，也可能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临时变更演出内容或取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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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夏日海盗世界”◆

【娱乐表演】
海盗烈夏交锋：湿不可挡！
演出地点：地中海港湾
演出时间：约 25 分钟（每日 3 场）
演出人数：约 90 人
地中海港湾今年又将上演气势磅礴的娱乐表演“海盗烈夏交锋：
湿不可挡！
”
，游客将在水花滂沱的现场欣赏到海盗们的精彩表演。
由巴博萨船长领军的海盗团占领了海港，当船长乘着传说中的
海盗船登场之后，手下的海盗们便开始对游客喷洒水花进行训练，
目的在于让游客也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海盗。当训练完毕，游客与
海盗们团结一致士气高涨时，杰克船长乘坐一艘破旧的海盗船来到
现场，并提议要与宿敌巴博萨和解。巴博萨船长同意将过去的恩怨
一笔勾消，并举办起一场盛大宴会。正当清凉水花大量飞溅，欢乐
宴会开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由于杰克船长不经意的一句话，导致海
盗们为了争夺传说中的海盗船又开始了一场激烈交锋。大量水花与
熊熊火焰交织而成的激战场面，海盗们愉快欢畅的宴会盛况，都将
把盛夏的炎热一扫而尽，为游客呈现一个粗犷奔放、清凉感十足的
海盗世界。

海盗烈夏交锋:湿不可挡！

＜登场明星＞
杰克船长、巴博萨船长

其他节目
地中海港湾还将推出互动型助兴表演，游客将在教官的指导下
成为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海盗。此外，游客还可与个性十足的海盗们
或杰克船长握手互动、摄影留念。
アトモスフィア・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

※娱乐表演的演出场次可能会发生变更，也可能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临时变更演出内容或取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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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装饰】
被海盗占领的地中海港湾周边将变身为以黑色和红色为基调的海盗世界。除了设置灵感源自骷
髅海盗旗的装饰物外，还有体验型照相景点登场，为游客提供仿佛乘坐海盗船出航冒险的拍摄场景。

园区装饰

照相景点

【特别商品】
约 70 款特别商品也将让游客尽情体验海盗世界的氛围。其中包括以迪士尼电影《加勒比海盗》
为主题的海盗旗图案 T 恤衫、浴巾以及手环等商品，带把手的玻璃杯最适合展现海盗们持杯畅饮的
豪爽风格，还有装扮成海盗出航冒险的迪士尼明星图案的 T 恤衫和海盗耳朵帽等商品。此外，还有
多款童趣十足的玩具等可供游客选购。

T 恤衫
（男式 M-L）
2,600 日元

T 恤衫
（女式 M-L）
2,600 日元

浴巾 3,400 日元

玻璃杯 1,550 日元
T 恤衫
（100cm,120cm）各1,900日元、
（140cm）2,300日元
（S,M,L,LL）各2,600 日元、
（3L）2,900 日元

玩具 2,000 日元

手环 900 日元
COOLCORE 品牌冷感毛巾 2,000 日元

【特别餐饮】
园内将推出 16 款特别餐饮供游客欢享，包括彰显海盗风格的美食和鸡尾酒等。
“波多菲诺咖啡坊”将推出配有大块炸鱼排且外形粗犷豪放的意大利面套餐，略
带酸味又清爽不腻，最适合在炎炎夏日品尝。“纽约美味房”和“饼干妈妈西点”
也将推出以海盗和大海为创作灵感的美食。此外，还有多款特色鸡尾酒限时登场，
让游客在感受海盗氛围的同时欢度小酌时光。

“波多菲诺咖啡坊”
“波多菲诺咖啡坊”
特别套餐
特别套餐 1,880
1,880 日元
日元

※特别商品、特别餐饮于 2019 年 7 月 8 日起提前销售。
※特别商品、特别餐饮的内容可能会无事先通知发生变更，也可能断货或售完。

※图片仅供参考 ©Disney

◆ 迪士尼饭店 ◆
迪士尼大使大饭店和东京迪士尼乐园大饭店的餐饮设施将推出多款灵感来自东京迪士尼乐园特
别活动“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的特别餐饮，色彩艳丽，洋溢浓浓夏日风情。
东京迪士尼海洋观海景大饭店的餐饮设施将推出以东京迪士尼海洋特别活动“迪士尼夏日海盗
世界”为主题的特别餐饮，以及附带纪念玻璃杯的特别饮料。此外，期间限定图案的纪念币也将在
活动期间登场。
欢迎您与家人好友在迪士尼饭店共度欢乐时光！
※特别餐饮于 2019 年 7 月 8 日起提前销售。
※纪念玻璃杯数量有限。

◆ 迪士尼度假区线 ◆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线各大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将销售东京迪士尼乐
园特别活动“唐老鸭的热力盛夏丛林”
、东京迪士尼海洋特别活动“迪士
尼夏日海盗世界”特别图案的周游票。此外，迪士尼度假区线独家图案的
纪念币也将在各大车站限时登场。

周游票

◆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度假套票 ◆
东京迪士尼度假区度假套票将推出可供游客在特别观赏席观赏夏季娱乐表演的行程，以及专为
儿童游客设计，最适合打造夏日欢乐假期的行程。小朋友可参加体验型节目“小小清洁夫！”，装
扮成服务人员在园区体验清洁工作的乐趣；或参加体验型节目“威尼斯贡多拉‘小小船夫’”，在
东京迪士尼海洋的游乐设施“威尼斯贡多拉”体验船夫划桨的乐趣。
※详情请查看“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网上预约＆购票”网站（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 伊克斯皮儿莉 ◇
舞滨车站前的大型购物商城伊克斯皮儿莉也将从七月下旬起推出
多项夏季活动。二楼的庆典广场除了有为游客驱散暑气的喷水节目以
外，还有适合小朋友参加且寓教于乐的工作室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将
让游客目不暇接。
此外，商城内的各家商店还将推出适合夏天出游的服饰和户外用
品等，款式齐全、琳琅满目；各餐饮设施也将推出多款清凉甜点等，
为游客消暑解热。

伊克斯皮儿莉
2018 年夏季活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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