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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萬聖月」 

9 月 9 日～10 月 31 日 

【日本千葉訊】現正熱鬧舉辦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0 週年慶祝活動「歡樂幸福年」的東京

迪士尼海洋、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於 9 月 9 日至 10 月 31 日期間推出共 53 天的秋季特別

活動「迪士尼萬聖月」。歡迎遊客蒞臨秋高氣爽的兩座園區，盡情體驗豐穰之秋的幸福感

與 30週年慶的喜悅！ 

  以萬聖嘉年華為主題的東京迪士尼海洋，將由幽默逗趣

的萬聖骷髏與遊客共度洋溢異國風情的華麗萬聖月。今年的

「迪士尼萬聖月」不僅會擴大活動範圍，更會有全新節目登

場，令東京迪士尼海洋的秋季更加熱鬧精彩。 

  於地中海港灣，娛樂表演「萬聖節白晝奇想：骷髏送驚

喜」將融合「密西哥傳奇」的橋段，由萬聖骷髏帶來獨樹一

幟的演出。迪士尼明星在世界各地結交的骷髏朋友也會齊聚

一堂，與米奇們攜手呈獻華麗壯觀的萬聖嘉年華。 

  廣受遊客喜愛的迎賓小遊行「奇奇帝帝的萬聖骷髏狂歡

會」亦會再度熱鬧登場，以繽紛色彩為失落河三角洲增添歡

樂氣息。此外，美國海濱今年將全新推出特別節目「萬聖骷

髏街頭派對」。多才多藝的萬聖骷髏們將會在街頭跳舞、演

奏、與遊客互動，並且前往餐廳向用餐遊客問好，掀起各樣

意外驚喜。 

  由萬聖骷髏們大展身手的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萬聖

月」，敬邀遊客蒞臨體驗異國風情十足的華麗萬聖節。 

    東京迪士尼樂園的「迪士尼萬聖月」則全面更新活動主

題，由表情豐富的萬聖南瓜與迪士尼明星、萬聖幽靈一同舉

辦活潑歡樂的「萬聖節市集」。 

  換上萬聖節裝扮的迪士尼明星將在遊行路徑帶來全新

遊行表演「歡樂萬聖慶豐收」，以充滿手工風情的花車展現

「萬聖節市集」活潑熱絡的景象。遊行表演中含有與遊客互

動的舞蹈時間，場面溫馨可愛、趣味十足。 

  體驗型特別節目「Find the Pumpkins!～齊來找南瓜～」

（收費制）亦是為遊客增添遊園樂趣的好幫手。遊客將可循

著線索漫步園區，一邊享受園區的萬聖節氣氛，一邊找出藏

在各角落、表情豐富的萬聖南瓜。 

  年年佳評如潮的變裝入園活動也會再度登場。歡迎遊客變裝成迪士尼明星
※１

，齊來同

享這東京迪士尼樂園一年一度的秋季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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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套裝行程」將銷售附有兩座園區「迪士尼萬聖月」娛樂表

演觀賞劵的住宿行程※2。三座迪士尼飯店皆會配合特別活動推出各異其趣的特別餐飲；迪

士尼大使大飯店也設計了換上萬聖裝飾的主題客房，將園區的歡樂氣息延續至遊客夢鄉。 

  在楓紅葉黃的美麗季節，邁入 30 週年的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以精彩歡樂更勝以往的

「迪士尼萬聖月」與迪士尼明星、服務人員一同呈獻笑容滿溢的繽紛季節。誠摯邀請遊客

闔家光臨，歡度難忘假期。 

 

※1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設有變裝入園規則。於報導「迪士尼萬聖月」變裝入園相關資

訊時，請務必註明「有關變裝入園之規定與限制，請至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官方網站確認，或洽

詢東京迪士尼度假區。」之字樣。 

※2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套裝行程已開始銷售。詳情請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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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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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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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萬聖月」 

娛樂表演 

☆萬聖節白晝奇想：骷髏送驚喜 

地  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25 分鐘（每日 2 場） 

演出人數：約 130 人 

  迪士尼明星和萬聖骷髏攜手演出的萬聖嘉年華，將再度於

地中海港灣華麗登場。今年，唐老鴨、高飛等迪士尼明星更是

為米奇精心準備了意外演出，使這場洋溢異國情調的娛樂表演

高潮迭起更勝去年！ 

  當唐老鴨等迪士尼明星與舞者們一同出現在地中海港灣的

鎮上，米奇、美妮乘船由海上登場，精彩的萬聖嘉年華就此揭

開序幕。剎那間，以傳奇中的珍禽異獸為造型、帄時僅於「密

西哥傳奇」※亮相的水上摩托車、船隻竟載著眾多的萬聖骷髏們

來到會場，令米奇驚喜連連。 

  緊接著，迪士尼明星在世界各地結交的骷髏朋友也紛紛前

來共襄盛舉。唐老鴨邀請的海盜骷髏將揮舞著旗幟自陸地登

場，高飛在驚魂古塔認識的骷髏；與奇奇、帝帝一同

在失落河三角洲舉辦狂歡會的墨西哥骷髏也都加入了

盛大的嘉年華舞會中。 

  水上、陸上的歡樂氣息隨即傳遍全場，遊客也將在迪士尼明星的熱情邀請中加入動作

可愛的「骷髏舞」。屆時，整座地中海港灣都將充滿驚喜歡樂，華麗無比、充滿幽默趣味

的萬聖嘉年華也由此邁向精彩結尾！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米奇、美妮、唐老鴨、黛絲、高飛、布魯托、奇奇、帝帝、克莉絲、小木偶皮諾丘、蓋比

特爺爺、瑪麗 

※「密西哥傳奇」是於地中海港灣的海陸舞台常態演出的娛樂表演。以氣勢磅礡的演出、

創意十足的劇情，刻畫出人類與巨龍、獨角獸等傳奇生物相遇的喜悅。 

※「密西哥傳奇」由株式會社講談社贊助演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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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奇帝帝的萬聖骷髏狂歡會 

地  點：失落河三角洲 

演出時間︰約 15 分鐘（每日 2 場） 

演出人數：約 30 人 

來到東京迪士尼海洋的迪士尼萬聖月，當然不容錯過這場色彩繽紛、熱鬧無比的迎賓

小遊行！身穿鮮艷服裝的奇奇、帝帝將率領樂團與舞者登場，隨著現場演奏的活潑音樂在

失落河三角洲遊行並沿途問候遊客。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奇奇、帝帝、克莉絲 

 

上述娛樂表演有可能受天氣等影響而變更內容或取消演出。 

 

 

特別節目「萬聖骷髏街頭派對」 

萬聖骷髏們今年將首次在街頭舉辦派對，為蒞臨美國海濱的遊客帶來有些恐怖卻又充

滿歡樂的各樣意外驚喜。 

☆萬聖骷髏街頭迎賓表演 

於港岸公園登場的萬聖骷髏們是一群曾經在 S.S.哥倫

比亞號工作的船員。忘記自己現在是萬聖骷髏的船員們正認

真地在這裡為下一趟航行做準備，不過，天生幽默的他們總

是在不知不覺中演起默劇、跳起霹靂舞，令工作遲遲沒有進

展呢！歡迎遊客前來一睹萬聖骷髏們趣味層出不窮的工作

情形。 

☆萬聖骷髏餐廳迎賓表演 

「迪士尼萬聖月」期間，供應吃到飽餐點的「處女航紀

念日自助餐館」將推出骷髏造型的燒賣、什錦飯等充滿萬聖

節特色的特別菜單。屆時，萬聖骷髏們將會一邊演奏樂器一

邊來到用餐區，以骷髏語的「乾杯！」向遊客問候。 

此外，美國海濱的推車型餐飲設施也會銷售靈感來自萬

聖骷髏的聖代、甜甜圈等各樣趣味點心。 

☆骷髏面具的服務人員 

於美國海濱的餐飲設施、遊樂設施，將會有配戴骷髏造型面具的服務人員登場。當遊

客漫步美國海濱之餘，可嘗試尋找為數不多的這些服務人員，並與他們合照留念。 

      ※照片僅供參考   ©Disney 

      ※照片僅供參考   ©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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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約 330種特別商品將於東京迪士尼海洋及東京迪士尼樂園上市。 

  其中，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推出約 110種獨家商品。以迪士尼明星在娛樂表演「萬聖節

白晝奇想：骷髏送驚喜」的造型為設計的特別商品，風格成穩並以精選材質製作，樣樣令

人愛不釋手。廣受遊客歡迎的萬聖面具也會翻新設計再度登場。而達菲和雪莉玫的迪士尼

萬聖月系列商品，今年將以「萬聖節派對」為主題。屆時不僅會銷售穿上蝙蝠裝的達菲、

貓女裝的雪莉玫，商品包裝也會印上他們與好友們歡度萬聖節的可愛景象。 

  此外，兩座園區將共同推出萬聖幽靈、萬聖南瓜造型的特別商品共約 150種。其中，

深受好評的迪士尼明星變裝商品也會新增內容，除了吸血鬼裝扮的米奇之外，今年更有魔

女裝扮的美妮、吸血鬼蛋頭先生、魔女蛋頭太太亮相。 

※特別商品將自 9月 3日起搶先推出。 

 

特別餐飲 

  位於美國海濱的「處女航紀念日自助餐館」將配合特別節目「萬

聖骷髏街頭派對」，推出骷髏造型的燒賣、什錦飯等充滿萬聖節特色的

吃到飽餐點。而「自由碼頭小吃」則會為聖代佐上骷髏造型的小脆餅；

位於室外的推車型餐飲設施將銷售骷髏造型甜甜圈；「德倫西餐車」將

販賣以萬聖骷髏的主題顏色――黑與白為靈感的特製熱狗堡。各式各

樣的小吃和甜點皆適合遊客一邊漫步園區、一邊隨手品嚐。 

  此外，去年首度上市即大受歡迎的黑色大肉包、年年深獲好評的

骷髏頭造型塔可飯套餐也將再次登場，為遊客打造東京迪士尼海洋唯

此僅有的萬聖節美食饗宴。 

※「處女航紀念日自助餐館」的特別餐飲將自 9月 9日起登場；其他

特別餐飲則由 9月 3日起搶先推出。 

園內裝飾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換上繽紛多樣的骷髏造型裝飾，呈現與帄時意趣迥

異的萬聖節風情。屆時，正門入口處將掛上以娛樂表演「萬聖節白晝奇想：骷髏送驚喜」

中的米奇、美妮為圖案設計的旗幟。地中海港灣也會再度擴大佈置規模，讓萬聖骷髏帶來

的嘉年華氣息延伸至更大範圍。美國海濱的紐約區將成為處處可見南瓜裝飾的萬聖世界，

此一主題海港的餐飲設施更會新增以骷髏、骨頭等為主題的萬聖裝飾，營造節慶氣氛。而

失落河三角洲則是以拉丁美洲風格的骷髏裝飾迎接遊客。 

「處女航紀念日自助餐館」特別餐點 

※圖片僅供參考   ©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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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 or Treat 送糖果活動 

  換上萬聖節特別裝扮的服務人員將於美國海濱、失落河三角洲發送糖果。遊客於上述

兩座主題海港遇見他們時，僅需說出「Trick or treat!」，即可獲得萬聖糖果一份。 

 

 

東京迪士尼海洋變裝規則 

   「迪士尼萬聖月」特別活動期間，歡迎遊客利用髮箍、帽子、僅會遮蔽眼部的面具等

飾件作局部變裝，於東京迪士尼海洋享受變裝遊園的樂趣。本園區隨時歡迎未滿 12 歲的

孩童以全身裝扮成迪士尼明星的「全身變裝」入園，但恕不開放 12 歲以上的遊客以全身

變裝入園。 

    於報導「迪士尼萬聖月」變裝入園的相關資訊時，請務必刊登上述變裝規則，或註明

「有關變裝入園之規定與限制，請至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官方網站確認，或洽詢東京迪士尼

度假區。」之字樣。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日文官方網站已於 7月 1 日正式公佈有關變裝入園的詳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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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萬聖月」 

娛樂表演 

☆歡樂萬聖慶豐收 

地  點：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40 分鐘（每日 2 場） 

演出人數：約 90 名 

花車總數：7 台 

  迪士尼明星換上了精心設計的萬聖節裝扮，與萬聖幽靈們一同前來參加這場由米奇主

辦的歡樂遊行囉！充滿手工質感的 7台花車皆以「萬聖節市集」中引人注目的攤位為題材，

小鎮樂隊、點心小舖、遊戲攤位、神奇的南瓜屋、巨大的南瓜實驗室、野餐區、歌舞劇場

等，不僅每台花車的造型趣味十足，車上還會載著多彩多姿的萬聖南瓜，與遊客共享萬聖

節的喜悅。在歌舞劇場的花車上更會有小南瓜跳著整齊劃一的排舞，可愛模樣引人注目。 

  當遊行隊伍暫停時，迪士尼明星和舞者們將會踩著輕快舞步帶動氣氛，歡迎遊客一起

以簡單的手勢加入慶祝萬聖節的歡樂時光！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米奇、美妮、唐老鴨、高飛、布魯托、黛絲、奇奇、帝帝、克莉絲、牛媽媽克拉貝兒、麥

克斯、三隻小豬、史迪奇、安琪、輝兒、杜兒、路兒、小熊維尼、跳跳虎、驢子咿唷、小

豬皮傑、公雞 Panchito、鸚鵡 José Cari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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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級跳跳跳 

  於廣場樓閣舞台演出的「超級跳跳跳」將在舞蹈與小遊戲中增加富有萬聖節特色的內

容，與小朋友共度趣味時光。 

 

上述娛樂表演有可能受天氣等影響而變更內容或取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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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型特別節目 

☆「Find the Pumpkins!～齊來找南瓜～」 

  東京迪士尼樂園今年推出體驗型特別節目「Find the Pumpkins!～齊來找南瓜～」。

歡迎遊客選購活動專用地圖（每份 500日圓），在遊園之際加入尋找萬聖南瓜的遊戲行列。 

循著地圖中的線索順利由千姿百態的南瓜中找出所有正確答案的遊客，將可於終點處獲得

獨家獎品一份。 

※請至圓環內的活動商品小舖報名參加。 

※終點將設於明日樂園大廳。 

※僅提供日文地圖。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約 330種特別商品將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及東京迪士尼海洋上市。其中，

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推出約 70 種特別商品。以迪士尼明星在遊行表演中的新造型作為設計

的商品，以及大人小孩都能輕鬆嘗試變裝樂趣的趣味造型帽、造型髮箍等都將登場。 

此外，兩座園區將共同推出萬聖幽靈、萬聖南瓜造型的特別商品共約 150種。其中，

深受好評的迪士尼明星變裝商品也會新增內容，除了吸血鬼裝扮的米奇之外，今年更有魔

女裝扮的美妮、吸血鬼蛋頭先生、魔女蛋頭太太亮相。 

※特別商品將自 9月 3日起搶先推出。 

 

特別餐飲 

    「輝兒杜兒路兒好時光咖啡」將首次推出餅皮漆黑的米奇披薩，位於室外的推車型餐

飲設施也會銷售南瓜口味的米奇卲拿棒、聖代等。琳瑯滿目的特別餐飲，以可愛造型、繽

紛美味與遊客分享迪士尼萬聖月的歡樂。此外，爆米花推車也將販賣萬聖南瓜造型的新款

爆米花桶。 

  屆時，活動商品小舖將以遊行花車中的「點心小舖」為裝飾概念，並銷售米奇、美妮

幽靈造型餅乾，以及可以利用巧克力筆 DIY裝飾的特製甜點。 

※特別餐飲將由 9月 3日起搶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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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裝飾 

  灰姑娘城堡前的圓環將成為照相景點，供遊客拍照留念。迪士尼明星與萬聖南瓜們乘

著農用拖拉車迎接遊客的歡樂情境、南瓜選秀會的趣味景象等，各樣迪士尼明星和萬聖幽

靈、南瓜們在「萬聖節市集」同歡的景色皆是幽默感十足，令人不禁莞爾。此外，萬聖幽

靈、萬聖南瓜也將化為可愛的特別裝飾於園區各處登場，為遊客增添遊園樂趣。 

 

遊樂設施特別內容 

  自 2013年 9月 9日至 2014年 1月 5日期間，夢幻樂園的遊樂設施「幽靈公館」將換

上以鬼才導演提姆〃波頓的電影「聖誕夜驚魂」為主題的限期裝潢，推出與帄時截然不同

的「幽靈公館：假期夢魘」。 

 

 

東京迪士尼樂園變裝規則 

  「迪士尼萬聖月」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樂園隨時歡迎未滿 12 歲的孩童以全身

裝扮成迪士尼明星的「全身變裝」入園。12歲以上的遊客可於特別活動的第一週及最後一

週（即 9 月 9日～9月 15日、10月 25日～10 月 31日，共計 14天）以全身變裝蒞臨園區。 

  此外，基於安全考量，部分遊樂設施可能會婉拒變裝的遊客搭乘。 

 

※ 請勿以迪士尼明星之外的裝扮進入園區。 

※ 除指定日期（共計 14 天）之外，恕不開放全身變裝的遊客進入園區（未滿 12 歲的孩

童不在此限）。 

※ 請勿以彩妝塗抹或以面具遮蓋臉部，並請勿使用會改變臉部造型的鬍鬚等變裝配件。

同時，亦請避免具有尖銳配件、行走時可能造成危險，或是過於暴露的服裝造型。 

※ 請勿裝扮成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的服務人員。 

※ 請勿於園區內外的洗手間、無障礙洗手間以及投幣式置物櫃設置處更衣。 

※ 觀賞娛樂表演時，請取下大型變裝道具，以免影響其他遊客的視野。 

※ 為確保遊客安全並維護主題園區特色，園方將有權婉拒無法遵守上述變裝規則或裝扮

不合宜的遊客入園。 

 

於報導「迪士尼萬聖月」變裝入園的相關資訊時，請務必刊登上述變裝規則，或註明

「有關變裝入園之規定與限制，請至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官方網站確認，或洽詢東京迪士尼

度假區。」之字樣。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日文官方網站已於 7月 1 日正式公佈有關變裝入園的詳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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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大使大飯店「迪士尼萬聖月」特別客房（2012 年實景） 
※照片僅供參考 

  ©Disney
  

 

 

 

迪士尼飯店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將再度推出「迪士尼萬聖月」主題客房，以富有萬聖節意趣的房間

裝飾為遊客延續園區歡樂氣息。今年，住宿於此客房的遊客還可將房內的特製床尾巾※帶

回作為紀念。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等三座迪

士尼飯店的餐飲設施也將利用秋季的豐富食材，精心推出「迪士尼萬聖月」的特別餐飲。

多彩多姿的餐點將點綴上萬聖幽靈造型的迪士尼明星、色彩鮮豔的南瓜等裝飾，為遊客帶

來唯此僅有、視覺與味覺皆充滿驚喜的秋季饗宴。 

※床尾巾：呈長條形、覆蓋於床尾部分的裝飾床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