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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慶祝活動「歡樂幸福年」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聖誕月特別活動 

11 月 7 日～12 月 25 日 

 

【日本千葉訊】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於 11月 7 日至 12月 25日期間，舉辦為期 49天的

迪士尼聖誕月特別活動。東京迪士尼海洋、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飯店等各大設施都

將分別推出精彩內容，令正在舉辦 30週年慶祝活動「歡樂幸福年」的東京迪士尼度假

區更加幸福洋溢、繽紛歡樂！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換上溫馨璀璨的聖誕燈飾、華

麗耀眼的聖誕裝飾，推出以「心願」為主題的特別活

動「聖誕願望」。 

   屆時，充滿 30週年慶歡樂氣息的特別迎賓表演「來

自七海港的佳節祝福」，以及令高大聖誕樹綻放夢幻光

彩的特別娛樂表演「絢彩聖誕」，皆會於地中海港灣與

遊客見面。 

  美國海濱的港岸公園也將以雪花結晶作為燈飾主

題，於晚間呈獻「雪晶幻彩」，以美麗彩燈與位於 S.S. 

哥倫比亞號前的 15公尺聖誕樹相輝映，令夜色下的園

區更加繽紛華麗。 

  此外，七座主題海港也會紛紛豎起風格迥異的聖

誕樹並換上聖誕裝飾，令整座東京迪士尼海洋環繞在

一年一度、唯此僅有的浪漫氛圍中。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以聖誕老人居住的「迪士尼

聖誕村」為舞台的特別活動「聖誕夢幻」也將歡樂開跑。

今年，迪士尼聖誕村的「玩具工廠」將成為亮眼焦點，

呈現多彩多姿的特別內容。 

  屆時，不僅有遊行表演「迪士尼聖誕村大遊行」透

過一台台花車，於遊行路徑歡樂呈現迪士尼聖誕村的可

愛世界，灰姑娘城堡前的照相景點、園區銷售的特別商

品也都會以聖誕村的「玩具工廠」作為設計主題，為遊

客打造猶如走入童話世界般的幸福聖誕。

東京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聖誕村大遊行」 

©Disney ※照片僅供參考 

東京迪士尼海洋 

「絢彩聖誕」   

東京迪士尼海洋 
美國海濱的聖誕樹燈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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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飯店」，

以及「迪士尼度假區線」等設施皆將企劃多彩多姿的聖誕月特別活動，令聖誕月的浪漫

氣息洋溢整座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於迪士尼聖誕月特別活動期間，兩座園區將配合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慶祝活動「歡樂幸福年」，

推出 10種印有「Make Happiness」標誌的特別商品。

該商品的 1％銷售所得（不含稅）將會捐至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Unicef）。歡迎遊客選購指定商品，與東京迪

士尼度假區一同將幸福傳遞至世界各地。 

  在聖誕鈴聲歡欣響起的季節，邁入 30 週年的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以幸福魔法呈獻

溫馨浪漫的迪士尼聖誕月。誠摯邀請遊客與家人好友一同蒞臨園區，在此共度幸福洋溢

的冬季假期。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官方網站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 

媒體諮詢（日文）：047-305-5111 

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 

 

 

 

※印有此標誌的商品為捐款指定商品 

http://www.tokyodisneyresort.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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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海洋「聖誕願望」☆ 

 

  娛樂表演   

 

☆「絢彩聖誕」 

地    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13分鐘（每日 1場） 

演出人數：13人 

內容簡介： 

當夜幕籠罩整座園區，一場光彩繽紛的水上娛樂表演「絢彩聖誕」將在地中海港灣上演。

高達 15公尺的大型聖誕樹、環繞其四周的小聖誕樹造型裝飾都會亮起彩燈，編織一段夢幻

浪漫的晚間時刻。 

當清澈的聖誕鐘聲在燈火滅熄、萬籟俱寂的地中海港灣響起，精彩娛樂表演隨即揭開序

幕。米奇與迪士尼明星將乘船由水上登場，一邊唱著聖誕歌曲、一邊為漂浮在港灣四處的小

型聖誕樹裝飾點亮紅色、綠色等七彩燈光。 

色彩繽紛的彩燈在一座座小型裝飾上紛紛亮起後，米奇與迪士尼明星將邀請遊客一同凝

聚心願點亮傳說中的大聖誕樹。當遊客隨著米奇們許下心願時，小型裝飾的彩燈也開始閃爍

發光、放出一道道光芒。頒時，一棵高大的聖誕樹在港灣中央出現了。並且隨著小型裝飾變

換色彩，綻放夢幻光輝。 

當迪士尼明星在大聖誕樹掛上了各式各樣的聖誕裝飾後，明亮絢麗、色彩鮮豔的大聖誕

樹將瞬間幻化為雪白聖誕樹，四周的聖誕樹造型裝飾也亮起了猶如鑲嵌玻璃般的美麗光輝。

此時，達菲、雪莉玫、小木偶皮諾丘將乘船登場，這場表演也由此邁向精彩終曲。光輝耀眼

的聖誕樹、華麗壯觀的特效煙火、環繞聖誕樹的優美水舞……，各種絢麗色彩將於地中海港

灣交織縱橫，令華麗浪漫的夢幻時刻化為雋永記憶。 

※於 11 月 29日將暫停演出。 

 

☆「絢彩聖誕：夢幻餘輝」 

地    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3分鐘（於煙火表演「幸福滿夜空」後，每隔 15分鐘上演 1場） 

內容簡介： 

當華麗繽紛的煙火表演落幕後，於娛樂表演「絢彩聖誕」中亮起璀璨光輝的大聖誕樹將

隨著悠悠的聖誕樂曲持續綻放夢幻光輝。配合曲風、節奏而變化的繽紛燈色彷彿是遊客與迪

士尼明星許下的一個個美麗心願，令彩燈環繞的地中海港灣更顯得浪漫溫馨。 

※於 11 月 29日將暫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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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七海港的佳節祝福」 

地    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20分鐘（每日 2場） 

內容簡介： 

米奇、迪士尼明星將以整座地中海港灣作為表演舞台，慶祝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週年

的聖誕季節來臨，並祝福遊客由此展開美好的一天。今年，雪莉玫、麥克斯、克莉絲等迪士

尼明星也將加入迎賓行列，整場娛樂表演熱鬧精彩更勝往年。 

在米奇的提議下，迪士尼明星將自七座主題海港帶來聖誕樹，一同在地中海港灣舉辦聖

誕派對。當悅耳的聖誕樂曲響起，自各地同心協力運來聖誕樹的迪士尼明星陸續由地中海港

灣的大街小巷登場，繽紛歡欣的聖誕派對就此開始。來自各座海港的七棵聖誕樹也將被聚集

在米奇所搭乘的船隻上，以美麗色彩增添聖誕季節的歡樂氣息。 

  在派對即將告一段落，人人意猶未盡時，四周將響起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慶主題

曲的輕快樂聲，米奇也在剎那間換上了慶祝 30 週年的金色燕尾服，再次掀起驚喜歡呼！更

多的迪士尼明星也會乘著裝飾有幸福氣球的渡輪來到會場與遊客互道聖誕快樂，並祝福遊客

度過幸福洋溢的一天。 

 

☆其他娛樂表演 

於園區各處上演的娛樂表演、街頭表演將推出歡樂溫馨的聖誕特別版本。迪士尼明星迎

賓會設施也會換上充滿聖誕節特色的裝潢，並由換上聖誕服飾的迪士尼明星迎接遊客。 

娛樂表演 演出地點 

開筵宴客～聖誕美食～ 船塢邊舞台 

動感大樂團～聖誕特別版～ 百老匯音樂劇場 

 

街頭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海洋濱海樂團 
港岸公園 

趣味清潔夫 

 

迪士尼明星 迪士尼明星迎賓會設施 

達菲、雪莉玫 漁村迎賓小屋 

艾莉兒 艾莉兒的迎賓洞窟 

 

 

※上述娛樂表演的演出次數可能有所變更；表演內容亦可能受天氣等影響而變更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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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內裝飾   

園區入口處的建築將換上聖誕裝飾，並高掛主題旗幟。配合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

慶而全新設計的裝飾圖案，必定能為遊客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入夜後，整座園區的聖誕燈

飾將會亮起璀璨光輝，營造出與白天截然不同的浪漫聖誕氛圍。 

美國海濱的港岸公園將設置米奇與美妮的聖誕雕像，並全新推出「雪晶幻彩」，以雪花

結晶造型的彩燈展現華麗風采。歡迎遊客到此聆聽「東京迪士尼海洋濱海樂團」演奏聖誕樂

曲；在以雪花結晶裝飾的公園椅小酌熱紅酒、享用「D’s Delights」系列的溫熱飲品，感

受彷彿在紐約迎接聖誕的歡樂氣氛。當暮色漸深時盞盞燈飾也會一一亮起，令整座港岸公園

在溫馨燈色環繞中別有一番風情。 

 

 

 

  聖誕樹裝飾   

特別活動期間，由迪士尼明星許下心願而製作的聖誕樹、聖誕裝飾將再次登場，為七座

主題海港打造風格迥異的聖誕氣氛。每年豎立於 S.S.哥倫比亞號前的 15公尺豪華聖誕樹，

今年更將換上慶祝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的特別裝飾，令前所未有的幸福氣息環繞整座

美國海濱。 

＜七座主題海港的聖誕樹＆聖誕裝飾＞ 

主題海港 
許下願望的 

迪士尼明星 
聖誕樹＆裝飾簡介 

地中海港灣 米奇 

這棵由天然冷杉打造的聖誕樹，寄託著米奇的聖誕願

望：「希望能與心愛的人共度浪漫的聖誕節。」。 

入夜後，聖誕樹的燈飾將亮起溫暖色彩，米奇造型的

裝飾也將在暖光中反射出燦爛光彩。 

「雪晶幻彩」 

※照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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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海濱 

（鱈魚岬） 
美妮 

綁上大大的蝴蝶結、掛著達菲與雪莉玫造型裝飾的可

愛聖誕樹。美妮在這棵聖誕樹前許下的願望是：「希

望能與大家度過溫馨愉快的聖誕節。」 

夕陽西下後，聖誕樹將亮起暖暖燈光，讓鱈魚岬充滿

樸實溫馨的聖誕氣氛。 

發現港 奇奇、帝帝 

為了實現「白色聖誕」的夢想情境，奇奇、帝帝與發

現港的科學家一同打造了這棵聖誕樹。聖誕樹上琳瑯

滿目的雪花結晶將在星光下散發晶亮光芒。 

失落河三角洲 唐老鴨、黛絲 

在唐老鴨和黛絲的布置之下，這棵河畔最大的一棵樹

成了替探險家祈福的聖誕樹。不失自然風采的樹上吊

著用樹枝與藤蔓編織而成的各種裝飾，高掛的盞盞燈

籠更是在夜晚散發夢幻光暈。 

阿拉伯海岸 神燈精靈 

期待與好友們熱鬧度過冬季假期的神燈精靈，竟然施

展魔法將王宮中庭的噴泉變成一座金色的大型聖誕裝

飾了！夜幕低垂後，裝飾上的神燈、飾件將更顯得金

碧輝煌。 

美人魚礁湖 艾莉兒 

艾莉兒利用美麗的貝殼、在海中收集的各樣寶貝，將

這棵粉紅色的珊瑚裝飾成一棵可愛的聖誕樹，表達出

女孩子「希望每天都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心願。 

珊瑚上的珍珠飾件將在月光下閃閃發光，與美人魚礁

湖相互輝映。 

神秘島 高飛、布魯托 

「希望大家都能見到大自然的驚奇與美麗！」 

高飛、布魯托懷著這樣的願望，與尼默船長一同前往

地底世界探險，並且帶回了這塊奇異水晶。由色彩變

化無窮的水晶打造的聖誕樹，炫目迷人、神秘無比。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推出 50 種獨家特別商品。除了以娛樂表演「絢彩聖

誕」的鑲嵌玻璃作為設計靈感的吊飾、鑰匙圈之外，今年更將全新推出聖誕樹造型的個人化

吊飾。歡迎遊客自由組合各樣配件，為自己或心愛的人製作獨一無二的背包吊飾。 

達菲和雪莉玫的系列商品亦會配合聖誕季節，推出約 40 種以「鱈魚岬的白色聖誕夜」

為主題的特別商品，並透過商品呈現達菲與雪莉玫一邊玩雪一邊等候聖誕老人的溫馨模樣。

此外，園區今年將新增以聖誕禮物作為靈感的全新系列商品「ShellieMay's stocking 

stuffers」，令鱈魚岬的聖誕節更添繽紛氣氛。 

屆時，東京迪士尼海洋、東京迪士尼樂園將共同推出約 80 項以雪人、薑餅人作為造型

設計的特別商品。唐老鴨與黛絲今年將首次加入成雙銷售的特別商品中，提供遊客米奇＆美

妮之外的商品選擇。此外，米奇、美妮玩偶等各樣以「歡樂幸福年」為主題的特別商品也會

推出聖誕特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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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座園區也會配合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週年慶，銷售共 10種印有「Make Happiness」

標誌的共通商品，並將銷售所得（不含稅）的 1％捐至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歡迎

遊客選購上述商品，與東京迪士尼度假區一同傳遞幸福給世界各地的孩童。 

※特別商品自 11 月 1日起搶先推出。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特別餐飲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將以多彩多姿、豐富多樣的聖誕特別餐點，與遊客分享

唯此僅有的美食體驗。「波多菲諾咖啡坊」將配合聖誕季節推出旋轉烤雞套餐，「S.S.哥倫比

亞餐廳」、「卡納雷托餐館」則以聖誕全餐為遊客帶來一段浪漫用餐時刻，供應墨西哥料理的

「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也會推出聖誕特別套餐。 

  屆時，以迪士尼〃皮克斯電影「玩具總動員」系列中的太空外星人為造型的人氣甜點「綠

色部隊甜三寶※」將裝在聖誕帽造型的紀念盒中登場。達菲造型的爆米花桶也會推出戴著金

色聖誕帽的限定款式。此外，部分特別甜點將附有達菲、雪莉玫的紀念杯、紀念盤。 

※東京迪士尼樂園亦有銷售「綠色部隊甜三寶」。 

※特別餐飲自 11 月 1日起搶先推出。 

※餐飲內容有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且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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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聖誕夢幻」☆ 

  

  娛樂表演   

☆「迪士尼聖誕村大遊行」 

地    點：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45分鐘（每日 2場） 

演出人數：約 110人 

內容簡介： 

以聖誕老人居住的聖誕村為舞台的遊行表演

「迪士尼聖誕村大遊行」今年再次登場，歡樂上

演迪士尼明星與聖誕老人同心準備迎接聖誕節的

繽紛景象。不僅米奇、美妮和部分迪士尼明星將

換上新衣登場，遊行配樂也作了改編。此外，迪

士尼明星在遊行途中與遊客互動的同歡時段更是

推出全新內容，帶來精彩歡樂超越以往的熱鬧遊

行表演。 

  當居住在迪士尼聖誕村的聖誕精靈在隊伍前端登場，郵局花車緩緩駛入遊行路徑後，這

場遊行表演隨即開始。郵局裡到處都是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寄給聖誕老人的信件。前來幫忙

的唐老鴨、黛絲與史高治等迪士尼明星，正在這裡依著小朋友的聖誕願望將信件分門別

類，忙得不可開交。 

  在郵局花車之後，瑪麗與克莉絲烘焙著聖誕甜點的點心坊花車；布魯托的馬卡龍狗屋

花車；高飛、麥克斯歡樂玩雪的公園花車……，色彩絢麗的花車將陸續來到遊客面前，展

現一幕幕迪士尼明星籌備聖誕節的可愛景象。 

  米奇、美妮也換上了以鑲嵌玻璃作為設計靈感的新服裝，在聖誕樹造型的舞台花車上

與聖誕村的合唱團一同歡唱聖誕歌曲。奇奇、帝帝更是一展長才，在玩具工廠的花車上幫

忙準備聖誕禮物，三隻小豬也在禮物工坊的花車上包裝著各式各樣的聖誕禮物。 

  最後登場的花車是聖誕老人溫馨的家。唐老鴨的三個侄兒輝兒、杜兒、路兒將搭乘這

輛滿載著聖誕禮物的花車，並與聖誕老人一同祝賀遊客聖誕快樂。 

  遊行表演中，全長 250公尺、由 8台花車組成的遊行隊伍將會於遊行路徑的三處稍作

停留，與遊客一同慶祝聖誕節的來臨。當遊客與迪士尼明星一同拍掌、歡唱聖誕歌曲時，隊

伍上空將降下大量的飛舞雪花，帶來夢幻無比的歡樂時刻。 

 

©Disney ※照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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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隊伍將於 3處稍作停留。 

（①西部樂園與夢幻樂園之間、②圓環、③明日樂園與卡通城之間） 

 

☆其他娛樂表演 

於園區各處上演的娛樂表演、街頭表演將推出歡樂溫馨的聖誕特別版本。 

娛樂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樂園電子大遊行～夢之光 遊行路徑 

超級跳跳跳 

※自 11月 1日起上演聖誕版本 

廣場樓閣舞台 

 

街頭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樂園大樂隊 世界市集／小圓環 

※演出地點將依場次而變更 鋼琴腳踏車 

 

 

※上述娛樂表演的演出次數可能有所變更；表演內容亦可能受天氣等影響而變更或取消。 

 

 

 

  特別裝飾   

  灰姑娘城堡前的圓環將以「迪士尼聖誕村」的玩具工廠為主題，呈現夢幻歡樂的聖誕

景色。在位於圓環中央的照相景點不僅可以見到米奇、美妮與高飛、奇奇、帝帝一起製作

玩具作為聖誕禮物的景象，還可以見到聖誕精靈們幫忙搬運禮物的可愛模樣。位於「迪士

尼聖誕村」入口處的拱門，將以各式各樣的玩具作為裝飾；銷售特別餐飲的活動商品小舖

也會利用聖誕村製作的可愛點心、餅乾裝飾店面。 

  此外，世界市集中央將會立起高達 15 公尺的大型聖誕樹，各個主題區域也將設置照

相景點、掛上聖誕花環，令東京迪士尼樂園處處充滿夢幻歡樂的聖誕氣息。 

 

 

  遊樂設施   

下列 3 座遊樂設施將推出廣受歡迎的聖誕月活動期間的限定版本。  

遊樂設施 實施日期 

幽靈公館「假期夢魘」  2013年 9 月 9日～2014年 1月 5日 

鄉村頑熊劇場「聖誕鈴音樂會」  2013年 11 月 7日～2013年 12月 27日 

小小世界「歡歡樂樂假期」  2013年 11 月 2日～2014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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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推出約 50 種獨家特別商品。除了配合「迪士尼聖

誕村的玩具工廠」而推出的胡桃鉗娃娃擺飾品、吊飾套組、糖果等主題商品之外，年年廣

受歡迎的迪士尼明星玩偶、今年首次登場的迪士尼壁貼等亦會同時登場。 

  今年，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更將首度推出「玩具總動員」的聖誕特別商

品。小綠人靠枕、玩偶等 20 種以上的園區共通商品，各個造型可愛，令人愛不釋手。 

  兩座園區也將配合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慶，銷售共 10 種印有「Make Happiness」

標誌的共通商品，並將銷售所得（不含稅）的 1％捐至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歡迎

遊客選購上述商品，與東京迪士尼度假區一同傳遞幸福給世界各地的孩童。 

※特別商品自 11 月 1日起搶先推出。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特別餐飲   

  「廣場樓閣餐廳」、「莎拉奶奶的廚房」將推出特別套餐，並以「迪士尼聖誕村」作為

套餐甜點的造型主題。「紅心女王宴會大廳」、「廣場樓閣餐廳」將供應聖誕蛋糕，歡迎遊

客與親朋好友一同享用。 

  位於圓環內的活動商品小舖將推出可以邊走邊吃的可愛小點心。米奇、美妮薑餅人造

型的餅乾，以及附有 30 週年聖誕月紀念杯的特別甜點等，皆是遊園時不容錯過的好滋味。 

  此外，以幸福氣球作為造型的軟糖紀念盒也會限期推出紅色、黃綠色、紫色 3 種新款

式；「水晶宮餐廳」、「東街咖啡餐館」則會在慶祝 30 週年的吃到飽餐點、特別套餐中融入

聖誕節的節慶特色。 

※特別餐飲自 11 月 1日起搶先推出。 

※餐飲內容有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且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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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飯店   

  特別活動期間，3 座迪士尼飯店皆會豎起聖誕樹、掛上聖誕燈

飾，令一年當中最璀璨耀眼的季節更加溫馨浪漫。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將配合園區特別活動，推出換上聖誕裝飾的

主題客房，並於餐飲設施供應以「雪花」為主題靈感的特別餐飲。

每份特別餐飲都會附贈一只米奇或美妮的獨家雪人造型別針※作為

紀念。 

  同時，「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

飯店」亦會配合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的聖誕月特別活

動分別推出特別餐飲。 

※別針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特別餐飲將自 11月 1日起搶先推出。 

 

迪士尼飯店 活動名稱 參加餐廳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 聖誕假期 

帝國餐廳 （加州料理） 

花 Hana （日本料理） 

亥伯龍廳 （大廳咖啡廳） 

滴答餐車 （輕食咖啡廳） 

東京迪士尼樂園    

大飯店 聖誕夢幻 

雪伍德花園餐廳 （吃到飽餐廳） 

美人蕉時尚餐廳 （創作料理） 

夢想家歡飲廳 （大廳咖啡廳） 

東京迪士尼海洋 

觀海景大飯店 聖誕願望 

海洋宮 （地中海料理） 

絲路園 （中式料理） 

美景廳 （義大利料理） 

 

 

  迪士尼度假區線   

  特別活動期間，單軌電車「迪士尼度假區線」將推出迪士尼明星的聖誕彩繪車廂。同

時，迪士尼度假區線的 4 座車站也會換上充滿聖誕氣氛的燈飾、裝飾，並新設照相景點，

供遊客拍照留念。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 
「帝國餐廳」 

“Empire Lunch” 



12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套裝行程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配合兩座園區的聖誕月特別活動，推出冬季住宿套裝行程。套裝

內容含有飯店住宿券、特別娛樂表演「迪士尼聖誕村大遊行」與「絢彩聖誕」的觀賞券，

為遊客打造唯此僅有的度假體驗。同時還有能夠於遊樂設施「星際旅行：冒險續航」或「玩

具總動員瘋狂遊戲屋」使用的快速通行券，幫助遊客以最短的等待時間體驗大受歡迎的遊

樂設施，並且更加盡興地暢遊充滿聖誕浪漫氛圍的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行程內容僅提供日文服務。 

※上述套裝行程預定於 9月 10日開始銷售。 

 詳情將自 9 月 3日 17：00（日本時間）起刊登於「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線上購票＆預約」： 

 www.tokyodisneyresort.co.jp/online/package/index.html（僅提供日文網頁） 

http://www.tokyodisneyresort.co.jp/online/package/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