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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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聖誕節」 
11月 8日～12月 25日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將於 11 月 8 日至 12 月 25 日舉辦為期 48 天的

特別活動「迪士尼聖誕節」，令現正熱鬧慶祝 35 週年慶「Happiest Celebration!」的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更添歡樂！同一期間，迪士尼飯店、單軌電車「迪士尼度假區線」等

度假區設施亦會推出聖誕節特別活動，呈現魅力十足的佳節時光。 

  今年，東京迪士尼海洋的特別活動「迪士尼聖誕

節」將透過首度推出的歌舞娛樂表演等精彩內容，展

現聖誕節的新氣象。 

  於陽光灑落的地中海港灣，全新日間港灣娛樂表

演「聖誕喜來臨！」將初次亮相，由迪士尼明星領銜

演出滿載聖誕樂曲的現場歌舞秀。歡迎遊客前來欣賞

舞者們輕快的踢踏舞、美麗的排舞，並隨著一連串旋

律與節奏的洪流，盡情沉醉於東京迪士尼海洋華麗無

比的聖誕世界。 

  當繁星高掛，夜間港灣娛樂表演「絢彩聖誕」亦

會再次浪漫登場。迪士尼明星將搭乘裝飾煥然一新的

船隻來到地中海港灣，點亮水上聖誕樹的夢幻霓燈。 

特別活動期間，美國海濱的豪華客船 S.S.哥倫比亞號前方，將有高掛 35 週年慶紀

念標誌的 15 公尺大聖誕樹。失落河三角洲則會藉由全新裝飾、燈飾，打造色彩繽紛、

活力充沛的聖誕景致。此外，各大主題海港亦將換上饒富特色的璀璨燈飾，帶來聖誕佳

節的萬種風情。 

  

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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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喜迎 35週年的東京迪士尼樂園，獨具週年慶風采的特別活動「迪士尼聖誕節」

將於整座園區揮灑歡欣氣息。 

專為週年慶設計的世界市集「喜慶大街」，將推出聖誕節版本的夜間聲光特效。不

單是街道中央的「喜慶塔」將染上聖誕色彩，整條街道亦會在聖誕樂曲、繽紛影像、燈

光特效的完美結合中宛若夢幻魔法縈繞。此外，今年首度於灰姑娘城堡後方登場的聖誕

樹也將有週年慶紀念標誌點綴，營造園區迎接 35週年慶與聖誕節的雙重喜悅。 

於遊行路徑，廣受好評的日間遊行表演「迪士尼聖誕故事集」將再度以猶如自故事

繪本躍出的一幕幕快樂景象，呈現迪士尼明星歡度聖誕節的幸福時刻。不僅如此，部分

娛樂表演亦會推出聖誕節特別版本，與遊客共享笑容滿溢、夢幻歡欣的聖誕假期。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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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度假區線」等度假區設施亦會共襄盛舉，推出魅力十足的聖誕節特別

活動。 

誠摯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心愛伴侶一同蒞臨歡慶 35 週年的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在聖誕節的幸福魔法中歡度浪漫精彩超越以往的假期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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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時，請撥：045-330-5211） 

［媒體諮詢］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  聯絡專線：047-305-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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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海洋◆ 

【娛樂表演】 

◇「聖誕喜來臨！」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次數：每日 2場（日間） 

演出時間：約 25分鐘 

演出人數：約 130人 

米奇等迪士尼明星將與歌手、舞者聯合帶來嶄新的港灣娛樂表演「聖誕喜來臨！」，

透過悅耳動聽的聖誕樂曲、魅力四射的歌舞演出，亮麗呈現東京迪士尼海洋唯此僅有的

聖誕時光！ 

當身穿絢彩衣裳的舞者伴著現場演唱的聖誕組曲登場，整座地中海港灣頓時在旋律

環繞中化為晴空下的歌舞秀劇場。輕快活潑的踢踏舞、美麗整齊的排舞等，亦會在經典

聖誕樂曲的陪襯中陸續上演，引領遊客進入視覺與聽覺的頂級饗宴。 

在一首首聖誕樂曲交疊的歡欣氛圍中，米奇與迪士尼明星將於舞台相聚首，並分享

與彼此共度聖誕節的喜悅。此時，不僅港灣水面將升起 2棵聖誕樹，達菲與好友們亦會

偕同聖誕老人乘船登場，使現場熱鬧氣息達到最高峰。 

於演出末尾，迪士尼明星將與所有演出者同心舞出氣勢磅礡的排舞。盛大的特效煙

火更將令現場的繽紛景象延伸至天空，為這場豪華的娛樂表演劃下完美句點。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米奇、美妮、唐老鴨、黛絲、布魯托、高飛、奇奇、帝帝、麥克斯、克莉絲、史高治、

達菲、雪莉玫、傑拉多尼、星黛露、聖誕老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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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彩聖誕」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次數：每日 1場（夜間） 

演出時間：約 15分鐘 

演出人數：約 26人 

當夜幕籠罩整座園區，地中海港灣將呈獻光彩繽紛的

水上娛樂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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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亮起彩燈，編織如夢似幻的晚間

時刻。米奇等迪士尼明星也將乘著掛滿璀璨聖誕吊飾的船

隻登場，令星空下的港灣美景浪漫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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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菲、雪莉玫、傑拉多尼、

星黛露、皮諾丘、哲明理、神燈精靈、阿布 

 

 

 

◇「絢彩聖誕：夢幻餘輝」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次數：於煙火表演「閃亮新夢想」結束後，每隔約 15分鐘上演 1場 

演出時間：約 3分鐘 

煙火表演落幕後，於娛樂表演「絢彩聖誕」中匯集眾人心

願而亮起的聖誕樹及小聖誕樹造型裝飾，將持續於水上綻放

璀璨光芒。七彩燈色將隨著聖誕樂曲變化，其倒影亦在粼粼

波光中搖曳生姿。今年，部分場次仍將會飄起翩翩雪花，令

地中海港灣更添風情。 

  

「絢彩聖誕」 

「絢彩聖誕：夢幻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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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娛樂表演 

特別活動期間，部分街頭娛樂表演將會推出特別版本。迪士尼明星也會換上聖誕服

飾，在迪士尼明星迎賓會中與遊客共度佳節。 

街頭娛樂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海洋濱海樂團 
港岸公園 

趣味清潔夫 

 

迪士尼明星迎賓會 迎賓會地點 

達菲 漁村迎賓小屋 

雪莉玫 入園口內 

艾莉兒 艾莉兒的迎賓洞窟 

其他迪士尼明星亦會換上聖誕服飾於園區各處不定時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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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取消。 

 

【園區裝飾】 

  東京迪士尼海洋的主題海港皆將布置獨樹一幟的聖誕裝飾，令佳節氣氛環繞園區各

個角落。 

  於美國海濱，每年豎立在豪華客船 S.S.哥倫比亞號前的 15 公尺雄偉聖誕樹，今年

將高掛 35 週年慶紀念標誌，令佳節景致更添喜氣。同時，港岸公園亦會再次換上聖誕

主題燈飾「雪晶幻彩」迎接遊客。水晶聖誕樹、雪花結晶等洋溢浪漫氛圍的裝飾將自黃

昏時分亮起，綻放熠熠光彩。 

  失落河三角洲則會藉由耀眼華麗更勝往年的彩燈與裝飾，呈現色彩斑斕、快樂熱鬧

的聖誕世界。歡迎遊客於探險之餘，漫步在彷彿是由唐老鴨、鸚鵡 José Carioca、公雞

Panchito與當地居民攜手打造的瑰麗聖誕街道。 

 

 

 

 

 

 

 

 

 

 

 

  

失落河三角洲的園區裝飾 美國海濱的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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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 

【園區裝飾】 

◇「喜慶大街」 

於特別活動「迪士尼聖誕節」期間，令世界市集風采非凡的「喜慶大街」將推出聖

誕節版本的夜間聲光特效。動聽旋律、繽紛光彩將不定時妝點街道，譜出東京迪士尼度

假區 35週年慶「Happiest Celebration!」期間獨有的聖誕景致。 

 

 

 

 

 

 

 

 

 

  

◇其他園區裝飾 

灰姑娘城堡的後方將豎起有 35 週年慶標誌裝飾的聖誕樹，透過杉木自然散發的溫

馨質感揮灑童話世界般的幸福氛圍。 

此外，於灰姑娘城堡前方的圓環內，米奇等迪士尼明星上街歡度聖誕的可愛情境亦

將成為照相景點。園區各大主題區域還會掛起獨具特色的聖誕裝飾並設置照相景點，令

遊客無論走到何處，皆能欣賞「迪士尼聖誕節」夢幻喜樂的美景。 

 

 

 

  

 

 

 

 

 

  

灰姑娘城堡後方的聖誕樹 

灰姑娘城堡前方圓環的照相景點 

「喜慶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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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表演】 

◇「迪士尼聖誕故事集」 

演出地點：遊行路徑 

演出次數：每日 2場（日間） 

演出時間：約 40分鐘 

演出人數：約 120人 

滿載童話色彩的主題花車將於遊行路徑登場，精彩敘述

7段迪士尼明星與家人、好友歡慶聖誕節的故事。 

遊行將以唐老鴨的家庭聖誕節揭開序幕。打扮成聖誕老

人的唐老鴨將偕同黛絲登場，輝兒、杜兒、路兒亦在一旁嬉

鬧迎接聖誕節。其後，米奇、美妮與好友們同歡慶的聖誕假

期；貝兒與野獸共度的浪漫聖誕節等，一連串繽紛幸福的

佳節景象皆會陸續映入遊客眼簾。 

當遊行隊伍於 2處稍作停留，聖誕鐘聲清澈響起時，故事世界的聖誕派對就此開始。

迪士尼明星將紛紛搖響聖誕手鈴揮灑歡樂，並邀請遊客配合節奏拍掌。隨著速度漸快的聖

誕樂曲，現場氣氛更將達到熱鬧巔峰。在派對末尾，將有漫天潔白雪花帶來驚喜，為這段

遊客與迪士尼明星同樂的溫馨聖誕節拉下美好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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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斯、史高治、輝兒、杜

兒、路兒、胡迪、翠絲、巴斯光年、紅心、綠色小兵、白雪公主、七個小矮人、莉蘿、

史迪奇、安琪、貝兒、野獸、安娜、艾莎、雪寶 

 

※遊行隊伍將於①西部樂園與夢幻樂園之間、②圓環等共 2處稍作停留。 

  

「迪士尼聖誕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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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娛樂表演 

特別活動期間，遊行表演、部分街頭娛樂表演將會推出特別版本。迪士尼明星也會

換上聖誕服飾，在迪士尼明星迎賓會中與遊客共度佳節。 

遊行表演 演出地點 

東京迪士尼樂園電子大遊行～夢之光 遊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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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克斯風四重奏 

和聲五人組 明日樂園 

趣味維修員 遊行路徑、園區各處 

 

迪士尼明星迎賓會 

迪士尼明星將會換上聖誕服飾，在卡通城等處不定時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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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取消。 

 

 

 

【遊樂設施】 

於下列期間，園區 2座遊樂設施將推出廣受歡迎的季節性內容。 

遊樂設施 實施期間 

幽靈公館「假期夢魘」 2018年 9月 1日～2019 年 1月 3日 

鄉村頑熊劇場「聖誕鈴音樂會」 2018年 11月 3日～2018 年 1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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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特別商品】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將銷售約 50 款特別商品。身穿聖誕新裝的米奇、

美妮不僅會成為玩偶別針登場，他們攜手漫步美國海濱聖誕樹前的模樣也會成為文具、

糖果餅乾等商品的設計圖案，帶來唯 35 週年慶期間僅有的購物選項。護手霜套組則會

於蓋面印上以簡單線條勾勒的迪士尼明星側影，是冬令時節分送親友的最佳贈禮。 

同時，達菲＆好友系列商品亦會推出新品項。達菲與好友們在鱈魚岬歡度冬天的可

愛情境、一同迎接聖誕節早晨的快樂模樣等，皆會成為商品的 2大設計主題。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約 55款洋溢 35週年慶繽紛色彩的「迪士尼聖誕節」特別商品

將亮眼上市。首度登場的玩偶手環附有鈴鐺，可供遊客於觀賞遊行表演時配合節奏搖出

悅耳鈴聲，體驗更上層樓的歡樂時刻。囊括多種小飾件，可打造出個人化「SnoSnow」

雪人玩偶的「Make It Mine」系列商品，今年則將於東京迪士尼樂園獨家銷售。 

  2 座園區亦將推出約 95 款共通商品。不僅布魯托將全新加入「SnoSnow」雪人系

列商品陣容，設計靈感源自聖誕燈飾的隨身飾品也會登場。此外，一系列回顧園區聖誕

節特別活動的紀念商品更是不容錯過。身穿歷年聖誕服飾的米奇、美妮皆會化為抱枕等

商品的圖案，與遊客重溫東京迪士尼樂園落成至今 35年不曾間斷的美好回憶。 

※特別商品將自 11 月 1 日推出。 

※達菲＆好友系列商品將自 11 月 2 日推出。 

※個人化「SnoSnow」雪人玩偶的「Make It Mine」系列商品將自 11 月 6 日推出。 

※特別商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護手霜套組 2,100 日圓 
（東京迪士尼海洋） 

玩偶手環 1,500 日圓 
（東京迪士尼樂園） 

抱枕 2,000 日圓 
徽章套組 3,200 日圓 
便條紙 700 日圓 
（園區共通商品） 

「Make It Mine」基本套組 2,200 日圓 
飾件 每款 400 日圓 
（東京迪士尼樂園） 

玩偶別針 每款 1,500 日圓 
（園區共通商品） 

 

玩偶套裝 每款 4,800 日圓 ※玩偶另售 
（東京迪士尼海洋）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特別餐飲】 

於東京迪士尼海洋，多款富有聖誕色彩的特別餐飲將限期登場。其中，「波多菲諾

咖啡坊」的特別套餐將以聖誕樹作為義大利麵的擺盤靈感，並佐有色調柔和的湯品、

造型猶如禮物盒的甜點，呈獻滿載視覺樂趣的用餐時刻。 

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於平易近人的園區美食增添些微奢華感，帶來可輕鬆享用的聖

誕特色餐飲。不僅咖哩專賣店「頑熊餐廳」將於特別活動期間推出日式燉牛肉飯，多

處餐飲設施亦會銷售外觀彷似聖誕花圈的甜甜圈。 

每年此時皆會於 2 座園區登場的巧克力口味吉拿棒、蘋果熱飲，亦是遊客徜徉在

「迪士尼聖誕節」之際不容錯過的可口小點心。 

 

※特別餐飲將自 11 月 1 日推出。 

※特別餐飲的內容有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餐飲節目】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首度舉辦餐飲節目「品味聖誕」，於美國海濱的紐約區打造一段

有餐前酒與輕食浪漫相伴的奢華時光。屆時，位於紐約區的餐飲設施皆會在聖誕裝飾

點綴中展露溫馨風情，並以充滿季節特色的酒精熱飲、下酒輕食迎接來訪遊客。 

歡迎遊客與親朋好友在享用正餐之前到此小酌、談笑片刻，自在閒適地享受紐約

居民精心預備的優雅聖誕節。 

 

 

 

 

 

 

 

 

  

「品味聖誕」主題裝飾 

頑熊餐廳 

燉牛肉飯佐漢堡排＆滑蛋（大份） 

1,280日圓 

 

波多菲諾咖啡坊 

特別套餐 

1,880日圓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獨具特色的假期套票囊括飯店住宿、娛樂表演觀賞券、不限使

用時段的快速通行券等豐富內容。希望一次體驗 2座園區聖誕節歡樂氛圍的遊客，歡迎

把握機會選購現正熱銷的假期套票行程：「2 つのパークの『ディズニー・クリスマス』

を満喫する 2DAYS／3DAYS」（暢玩 2座園區「迪士尼聖誕節」2DAYS／3DAYS）。 

※特別活動相關行程僅於日文版網站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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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飯店◆ 

特別活動期間，迪士尼飯店將藉由聖誕佳節獨有的繽紛裝飾，呈現舒適美好的度

假空間。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的玄關外將亮起璀璨燈飾迎接遊客。造型靈感來自電影膠

卷的戶外聖誕樹，更是與飯店作為裝潢設計主軸的 1930年代好萊塢黃金時期相呼應，

綻放耀眼光芒。 

坐擁「心願館」、「探索館」2 棟建築的「東京迪士尼樂祥飯店」，今年仍會於各館

大廳擺設依裝潢主題而設計的聖誕樹。「東京迪士尼樂祥飯店：心願館」的聖誕樹將以

玫瑰花吊飾等晶亮飾品美麗點綴，令遊客踏入飯店即可感受到洋溢夢想與心願的浪漫

氣息。於充滿冒險與發現氛圍的「東京迪士尼樂祥飯店：探索館」，則將使用赤素馨花

布置出帶有喜氣的紅色系聖誕樹。 

此外，3 座麗緻型迪士尼飯店的餐飲設施亦會配合「迪士尼聖誕節」，供應豐盛的

特別餐飲。於「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迪士尼明星歡度聖誕

假期的喜樂世界將化作美饌佳餚，為遊客帶來笑逐顏開的用餐時刻。於「東京迪士尼

海洋觀海景大飯店」，則將使用特選食材烹調五彩絢麗的精緻全餐、吃到飽自助餐，在

一年之中最光輝爛漫的聖誕季節呈獻色香味俱全的用餐體驗。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 
聖誕燈飾 

東京迪士尼樂祥飯店：心願館 
聖誕裝飾 

東京迪士尼樂祥飯店：探索館 
聖誕裝飾 

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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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度假區線◆ 

  特別活動期間，單軌電車「迪士尼度假區線」將會行駛聖誕節的主

題彩繪列車，於整座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揮灑欣喜愉悅的氣息。各車站亦

會應景布置聖誕裝飾，並銷售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聖誕節」紀念圖

案的期間限定款周遊券。 

 

期間限定款 
周遊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