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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 
特別活動「迪士尼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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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各大媒體及相關人士 

Oriental Land Co., Ltd.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萬聖節」 
9月 11日～10月 31日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於 9月 11日至 10月 31日舉辦為期 51天的秋季

特別活動「迪士尼萬聖節」。獨樹一幟的精彩內容將分別於 2 座園區登場，為東京迪士尼

度假區 35週年慶「Happiest Celebration!」錦上添花。 

  今年，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推出全新活動主題：幽靈當

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歡迎遊客來到充滿古怪魅力、景色

異於平時的園區吃喝玩樂，體驗略帶悚然氛圍卻又搞怪逗

趣的「迪士尼萬聖節」。 

  於嶄新遊行表演「Boo!幽靈怪誕大遊行」中，希望招

攬新同伴的幽靈將邀請迪士尼明星前來「幽靈當家的東京

迪士尼樂園」。隨著遊行進展，正在歡樂體驗這座另類園

區的迪士尼明星將瞬間成為幽靈的一員！幽靈們更是隨

即辦起詭奇派對慶祝新同伴加入，令熱鬧指數達到巔峰。 

  特別活動期間，不僅千姿百態的幽靈主題裝飾將會點

綴園區各處，世界市集「喜慶大街」的夜間聲光特效亦會

換上萬聖節版本，為遊客展現唯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 週

年慶僅有的萬聖節景致。 

  東京迪士尼海洋則將再次化為神祕氣息環繞的詭譎

世界，由迪士尼壞蛋※ 1、迪士尼明星攜手舉辦酷炫華麗的

「迪士尼萬聖節」。 

  於地中海港灣，娛樂表演「壞蛋天地」將精彩呈現迪

士尼壞蛋的萬聖節派對。米奇等迪士尼明星也會身穿迪士

尼壞蛋風格十足的服飾登場，齊來與遊客同慶一年一度的

秋季盛會。 

屆時，迪士尼壞蛋主題裝飾將於園區營造華麗詭譎的

雰圍，令遊客彷彿踏進神祕的迪士尼萬聖節世界。 

  

東京迪士尼海洋 
娛樂表演「壞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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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特別活動「迪士尼萬聖節」期間，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

迪士尼海洋皆將全程開放遊客全身變裝入園※ 2。迪士尼飯店、單軌電

車「迪士尼度假區線」亦會精心呈獻各具特色的萬聖節特別節目。 

  當秋高氣爽的季節來臨，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相偕蒞臨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一同在此度過驚喜連連、笑容滿溢的快樂時光。 

 

 

 

※1迪士尼壞蛋為迪士尼動畫電影中登場的反派角色總稱。 

※2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設有變裝入園規則。於報導介紹相關資訊時，請務必註明「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對萬聖節全身變裝入園（全身裝扮成迪士尼明星入園）設有規定與限制，詳情請參閱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日文官方網站或洽詢東京迪士尼度假區。」之字樣。 

 

 

  

 

［一般諮詢］東京迪士尼度假區諮詢中心（9:00～19:00／英日語服務） 

      服務專線 0570-00-8632  

      （由海外來電，或於日本使用部分 PHS、IP電話請撥 045-330-5211） 

［媒體諮詢］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047-305-5111 

遊客變裝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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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萬聖節」◆ 

【娛樂表演】 

「Boo!幽靈怪誕大遊行」 

演出地點：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45分鐘（每日 2場） 

演出人數：約 95人 

花車總數：共 6台 

  當迪士尼明星受邀來到「幽靈當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趣事呢？

今年首度上演的全新遊行表演將敘述一段幽靈招攬新同伴的故事。表演劇情將隨著遊行隊

伍移動而進展，帶來依觀賞地點而不同的精彩內容。 

  遊行隊伍中，載著迪士尼明星登場的花車將分別代表園區各座遊樂設施、主題區域。

由骷髏駕駛蒸汽火車的「西部沿河鐵路」主題花車、有黑色木馬及南瓜茶杯旋轉的「夢幻

樂園」主題花車等，繽紛多樣的花車盡都洋溢著萬聖節的另類幽默。演出中，在「幽靈當

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縱情玩耍的迪士尼明星將搖身一變，成為幽靈的同伴。而他們身上

的服飾亦會頓時轉變為古怪的幽靈風格。幽靈們也隨即盛大舉辦一場詭奇派對，熱鬧慶祝

新朋友的加入。 

  歡迎遊客前來觀賞全新遊行表演「Boo!幽靈怪誕大遊行」，與迪士尼明星一同感受略

帶悚然氛圍卻又搞怪逗趣的幽靈魅力！ 

 

※遊行表演將由卡通城開始，並於①圓環、②西部樂園與夢幻樂園之間稍作停留。 

 

＜遊行陣容＞ 

各花車區段的主題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①  骷髏駕駛的「西部沿河鐵路」 
麥克斯、輝兒、杜兒、路兒、賀瑞斯

馬、克拉貝兒 

②  巨蟒與怪鳥齊聚一堂的「探險樂園」 高飛、布魯托 

③  放眼盡是墓碑的「灰姑娘城堡」 米奇 

④  有黑色木馬、南瓜茶杯旋轉的「夢幻樂園」 美妮、克莉絲 

⑤  
有幽靈版「鄉村頑熊劇場」的怪熊正在舉辦音樂會

的「豪華馬克吐溫號」 
唐老鴨、黛絲 

⑥ ⑥ 小動物幽靈附身在南瓜上度日的「動物天地」 奇奇、帝帝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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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娛樂表演 

  「迪士尼萬聖節」期間，下列街頭娛樂表演皆會應景推出特別版本，令園區更添萬聖

節樂趣。 

街頭娛樂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樂園大樂隊 

世界市集＆小圓環 
鋼琴腳踏車 

和聲五人組 明日樂園 

※街頭娛樂表演的演出地點將隨場次而變更。  

 

各項娛樂表演有可能更改演出次數，亦可能受天候等影響而變更內容或取消演出。 

 

【特別商品】 

  約 75 款特別商品將令東京迪士尼樂園的「迪士尼萬聖節」趣味加倍。活潑可愛的幽

靈將成為一系列商品的構想，帶來夜光燈籠、能夠固定在肩膀上的玩偶、剪裁獨具特色的

Ｔ恤等商品選項。此外，設計源自「幽靈當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的主題商品亦會上市。

其中，配合遊行表演「Boo!幽靈怪誕大遊行」而推出的玩偶別針更是同時兼具迪士尼明星

在遊行中的 2 款服裝造型，不容錯過。 

※特別商品自 9月 3日起銷售。 

 

 

 

 

 

 

 

 

 

【特別餐飲】 

  於「幽靈當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平時廣受遊客喜

愛的餐點也將換上期間限定的新口味。「輝兒杜兒路兒好

時光咖啡」將推出夾有干貝白醬可樂餅的南瓜造形割包；

「園邊車亭」、「佩比爾小吃館」則有視覺與味覺差異令人

驚豔的粉紅南瓜吉拿棒登場。 

※特別餐飲自 9月 3日起銷售。 

 

  

玩偶別針 各 1,900日圓   玩偶 各 1,500日圓 

  Ｔ恤 女用 3,100日圓 

     男用 3,300日圓 

「園邊車亭」 
「佩比爾小吃館」 

吉拿棒（楓糖南瓜口味） 
 每支 350日圓 

   

「輝兒杜兒路兒好時光咖啡」 
特別套餐 99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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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裝飾】 

喜慶大街 

  世界市集「喜慶大街」的夜間聲光特效將換上萬聖節版本，於整條街道呈現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 35週年慶僅有的萬聖節景象。 

其他園區裝飾 

  個性十足的幽靈們將化為繽紛多樣的情境裝飾，在園

區大街小巷揮灑迷人魅力。遊客可邂逅幽靈擔任服務人員

並快樂工作的模樣，抑或目睹部分建築似有鬼魂留駐的景

象。歡迎遊客蒞臨「幽靈當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盡情體

驗略帶悚然氛圍的迪士尼萬聖節。 

 

 

 

【遊樂設施】 

  特別活動期間，位於西部樂園的「西部樂園射擊館」將會推出萬聖節特別版高飛警長

徽章，作為遊客全發命中或領到「Lucky Draw」幸運成績單時的獎品。 

  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3 日期間，位於夢幻樂園的「幽靈公館」亦會換

上「幽靈公館『假期夢魘』」主題裝潢，引領遊客進入電影《聖誕夜驚魂》的世界。 

  

園區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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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萬聖節」◆ 

【娛樂表演】 

「壞蛋天地」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25分鐘（每日 2場） 

演出人數：約 120人 

船隻總數：共 5艘 

  在一年一度的萬聖節中，任何荒謬奇妙的事情都有

可能發生。迪士尼壞蛋今年將再次舉辦華麗酷炫的萬聖

節派對，並邀請迪士尼明星參加。為了向迪士尼壞蛋致

敬，迪士尼明星將身穿帶有迪士尼壞蛋色彩的特製服

裝應邀赴宴。 

  隨著萬聖節派對時刻漸近，迪士尼壞蛋將分別搭乘

5艘船隻來到地中海港灣。黑魔女梅菲瑟在迎接迪士尼

明星到場後，隨即高聲宣布派對開始！ 

  迪士尼壞蛋將於派對中紛紛拿出獨家絕活，偕同手下舞者表現「美麗」、「幽默」、「氣

質」、「魔法」等魅力。當烏蘇拉以渾厚歌聲獻唱，強勁的水柱將噴向天空，現場氣氛亦隨

之高漲。最後，黑魔女梅菲瑟的法力將籠罩港灣，漂於水面四處的巨大荊棘更是朝天竄升。

這場滿載迪士尼壞蛋酷炫妖艷魅力的派對，將在迫力十足的華麗特效推升下，迎向巔峰。 

 

＜5艘船隻介紹＞ 

 迪士尼壞蛋 登場的動畫電影 受邀的迪士尼明星 

1 邪惡皇后 《白雪公主》 美妮 

2 虎克船長、海盜史密 《小飛俠》 米奇、布魯托 

3 凱帝斯、痛苦、慌張 《大力士》 唐老鴨、奇奇、帝帝 

4 賈方 《阿拉丁》 高飛 

5 

梅菲瑟 《睡美人》 克莉絲 

烏蘇拉 《小美人魚》 黛絲 

  

「壞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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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壞蛋天地」登場的迪士尼壞蛋簡介＞ 

迪士尼壞蛋 登場的動畫電影 簡介 

梅菲瑟 《睡美人》 
擁有強大法力，不僅對愛洛公主施下沈睡魔咒，還

能變身為巨龍的魔女。 

虎克船長 《小飛俠》 彼得潘的勁敵，惡名昭彰的鉤子手海盜船船長。 

邪惡皇后 《白雪公主》 變身成巫婆，以毒蘋果謀害白雪公主的美艷皇后。 

凱帝斯 《大力士》 性格冷酷，企圖掌控神界奧林帕斯的冥界之王。 

賈方 《阿拉丁》 以魔杖施展魔法，試圖篡位的阿古拉巴國大臣。 

烏蘇拉 《小美人魚》 善於蠱惑人心，覬覦川頓王地位的海洋魔女。 

各項娛樂表演有可能更改演出次數，亦可能受天候等影響而變更內容或取消演出。 

 

 

【其他特別節目】 

「壞蛋萬聖節派對」 

  今年，迪士尼壞蛋仍將施展法力使手下們變身成

人類，並派遣他們前往美國海濱招募壞蛋生力軍。於

瀰漫詭譎氣氛的港岸公園，天天可見到這些個性十足

的手下們宣傳迪士尼壞蛋的魅力，鼓吹遊客加入壞蛋

陣容。 

 

 

「凱茲堡魔術宴」 

  餐飲設施「凱茲堡餐飲廣場」將採用賈方的服裝配

色作為裝潢主題，呈現與平時不同的用餐氣氛。於遊樂

設施「神燈劇場」登場的魔術師夏龐、小徒弟阿斯姆，

以及來自阿拉伯海岸的其他魔術師們將在現場帶來精

彩的魔術表演，為用餐時光更添歡笑。 

 

  「凱茲堡魔術宴」 

「壞蛋萬聖節派對」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約 55種園區特別商品將以迪士尼壞

蛋、迪士尼明星作為設計主題。迪士尼壞蛋風格的各式

造型髮箍、靈感源自迪士尼電影《白雪公主》的發光毒

蘋果等，個性十足的商品樣樣引人注目。 

 

※特別商品將自 9月 3日起銷售。    

 

 

【特別餐飲】 

  多款滿載迪士尼壞蛋風格的主題餐點亦會

於園區登場。 

  「波多菲諾咖啡坊」將推出外觀若似《白雪

公主》毒蘋果的肉丸開胃菜、經典呈現《101忠

狗》庫伊拉色彩的黑白義大利麵、靈感源自《睡

美人》黑魔女梅菲瑟的甜點等餐點。由上述 3 款

餐點組合而成的特別套餐，更是令 3 部電影的迪

士尼壞蛋特徵一次上桌，打造視覺震撼。 

  此外，「凱茲堡餐飲廣場」的賈方主題特別

套餐將有攪拌後會變色的咖哩、漆黑烤餅，陪伴

遊客度過魔法洋溢的用餐時光。 

※特別餐飲將自 9月 3日起銷售。 

 

【園區裝飾】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再度染上華麗詭譎的迪士尼

壞蛋色彩。於通往迪士尼壞蛋世界的入口，攀爬牆

面的紫荊棘彷彿誇示著更上層樓的迪士尼壞蛋魔力。

屆時，美國海濱將設置以迪士尼壞蛋為設計主題的

全新照相景點，迎接遊客在此拍照留念。 

 

  

「波多菲諾咖啡坊」 
特別套餐 1,880日圓 

 
 
 
 

 

「凱茲堡餐飲廣場」 
特別套餐 1,580日圓 

 
 
 

   

化妝包 1,200日圓 

發光毒蘋果 1,600日圓 

馬克杯 1,500日圓 

隨身包 1,200 日圓 

發光毒蘋果 1,600 日圓 

馬克杯 1,500 日圓 

園區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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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萬聖節變裝入園】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今年亦將於特別活動「迪

士尼萬聖節」期間，全程開放遊客全身變裝暢遊園區。歡迎遊

客換上自豪的迪士尼明星裝扮，在滿溢萬聖節氣息的園區中度

過歡樂時光。 

 

※遊客可自 9月 10日全身變裝成迪士尼明星入園。 

※基於安全考量，部分遊樂設施可能會婉拒變裝的遊客搭乘。於報導介紹「迪士尼萬聖節」

變裝入園相關資訊時，請務必刊登下方框內的變裝規則，或註明「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對

全身裝扮成迪士尼明星的萬聖節變裝入園設有規定與限制，詳情請參閱東京迪士尼度假

區日文官方網站或洽詢東京迪士尼度假區。」之字樣。 

 

※ 請勿以迪士尼明星之外的裝扮入園。 

※ 除 9 月 10 日至 10 月 31日期間，園區恕不開放 12 歲以上的遊客全身變裝入園，裝扮成迪士

尼明星亦不例外。 

※ 請勿裝扮成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的服務人員。 

※ 請勿以面具遮蓋臉部或以彩妝塗抹臉部、繪製傷痕、使用臉部貼紙，亦請勿使用會改變臉部造

型的鬍鬚等物品變裝。同時，請勿使用尖銳的配件，或採用刀劍、模型槍枝、煙火、棍棒、手

杖等危險物品作為配件，亦請勿穿著行走不便或過於暴露的服裝。此外，槍枝、刀劍、弓箭等

物品不論真假，一律禁止攜帶入園。 

※ 基於維護園區安全、園區主題等考量，園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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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於園區內外的洗手間、多功能洗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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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影響其他遊客視野。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變裝入園相關資訊（日文）  

https://www.tokyodisneyresort.jp/treasure/fantasy/halloween2018/dressup/ 

 

 

【迪士尼變裝添添樂】 

令遊園時光趣味倍增的收費制特別節目「迪士尼變裝

添添樂」，將於 2座園區登場。 

本節目將依日期而設有不同主題。屆時，服務人員會

向參加遊客介紹該主題迪士尼明星的經典姿勢，並帶領遊

客前往其代表景點拍攝彷彿融入故事情境的紀念照。 

歡迎遊客變裝成節目指定的迪士尼明星入園，打造屬

於您的「迪士尼萬聖節」變裝回憶。 

  

變裝遊客實景 ©Disney/Pixar 

「迪士尼變裝添添樂」概念圖 

https://www.tokyodisneyresort.jp/treasure/fantasy/halloween2018/dressup/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約 70 種特別商品將於 2 座園區同

步上市。隨身包、鑰匙圈，以及亮眼點綴萬聖節派對的

造型杯盤等商品，皆將以幽靈、南瓜造形的甜點作為設

計主題，可愛逼真得令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特別商品將自 9月 3日起銷售。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配合特別活動「迪士尼萬聖節」，推出假期套票行程「2つのパー

クの『ディズニー・ハロウィーン』を満喫する 2DAYS/3DAYS」（於 2 座園區盡享「迪

士尼萬聖節」2DAYS／3DAYS）。此行程不僅可供遊客選擇住宿於迪士尼飯店或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的合作飯店，更包含 2座園區的「迪士尼萬聖節」特別娛樂表演觀賞券、不限使

用時段的快速通行券等內容，是遊客希望於特別活動期間暢遊 2座園區時的最佳選擇。 

※特別活動相關行程僅於日文網站銷售。 

 詳情請參閱「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線上預約＆購票」（日文）：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迪士尼飯店◆ 

  麗緻型迪士尼飯店的餐飲設施將分別搭配園區的特別活動主題，精心推出「迪士尼萬

聖節」特別餐飲。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將配合東京迪士尼樂園的活動主題

「幽靈當家的東京迪士尼樂園」，推出滿載古怪意趣的創意佳餚。而「東京迪士尼海洋觀

海景大飯店」則將延續東京迪士尼海洋華麗酷炫的萬聖節色彩，供應洋溢迪士尼壞蛋特徵

的精緻全餐及吃到飽自助餐。 

  歡迎遊客於特別活動期間蒞臨麗緻型迪士尼飯店，享用由當季精選食材呈獻的「迪士

尼萬聖節」特別餐飲。 

※特別餐飲自 9月 3日起銷售。 

◆迪士尼度假區線◆ 

  迪士尼度假區線將配合園區特別活動，推出以萬聖節造型甜點作為

圖案靈感的「迪士尼萬聖節」獨家周遊券。此外，各座車站亦會布置萬

聖節裝飾，令節慶氣氛環繞整座度假區。 

 

迷你毛巾套組 1,500日圓 

筆記本 700日圓 

隨身包 各 1,500日圓 

獨家周遊券 

               

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