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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夏季特別活動
2017 年 7 月 11 日～8 月 31 日
今年夏季，東京迪士尼度假將推出豐富多樣的活動內容，期盼與遊客共度充實歡樂
的暑假時光。於東京迪士尼海洋，首度登場的夏季特別活動將呈獻耳目一新的精采冒險。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不僅清涼水花漫天飛的特別活動將打造暢快無比的觀秀體驗，翻新
花車陣容的夜間遊行表演更是為夜晚時刻增添多彩魅力。迪士尼飯店等度假區各大設施
亦會準備繽紛節目，打造別有一番風情的難忘假期。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首度舉辦特別活動「迪士尼夏日
海盜世界」，全新開啟通往迪士尼系列電影《神鬼奇航》
的冒險門扉。
於娛樂表演「海盜烈夏交鋒：溼不可擋！」中，傑
克船長的宿敵巴博沙船長將會率領旗下海盜占據地中海
港灣，並與傑克船長一較高下。屆時，遊客將會成為巴博
沙船長招募的海盜新兵，體驗趣味十足的菜鳥入門訓練，
並同時目睹震撼迫人的海盜船爭奪戰、熱鬧盛大的海盜宴
會，在滂湃飛瀑的大量水花中盡興度過沁涼透頂的娛樂時
光。

東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

特別活動期間，失落河三角洲的餐飲設施「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將成為海盜們
的據點，熱鬧展開特別節目「海盜酒吧大狂歡」。此外，闊步園區的海盜們將不時帶來
精采的街頭娛樂表演，與海盜息息相關的特別商品、特別餐飲、園區裝飾等亦皆展現栩
栩如生的《神鬼奇航》電影世界。
東京迪士尼樂園則將舉辦滿載日本慶典意趣的
特別活動「迪士尼和風夏慶」，邀請遊客體驗唯此僅
有的暑假。
全新娛樂表演「水花燦燦！盛夏節奏」將於灰姑
娘城堡前的圓環全域熱鬧上演。米奇等迪士尼明星將
身穿全新服飾登場，邀請遊客一同隨著以日本傳統樂
器演奏的迪士尼樂曲歡呼、拍掌，享受嗨翻天的慶典
氣氛。米奇們搭乘的花車也將噴灑大量清涼水花，將

東京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和風夏慶」

遊客淋成歡樂無比的落湯雞。
同時，日本慶典攤販造型的活動商品小舖將於小圓環登場，特別商品、特別餐飲、
園區裝飾盡都採用和風設計，為這場洋溢迪士尼色彩的夏日慶典更添遊園樂趣。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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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特別活動的精采內容之外，2 座園區將自 7 月 11 日起分別推出煥然一新的
娛樂表演、特別節目，令夏季遊園時光錦上添花。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夜間遊行表演「東京迪士尼樂
園電子大遊行～夢之光」將翻新部分花車陣容，呈獻超
越以往的璀璨光輝。
洋溢歡欣氛圍的 5 台全新花車將為遊行揮灑浪漫
色彩。不僅迪士尼電影《冰雪奇緣》的安娜與艾莎將搭
乘冰晶城堡花車首度於夜間遊行登場，迪士尼電影《仙
履奇緣》的花車亦將煥然一新。於 2011 年 7 月在惋惜

東京迪士尼樂園
電子大遊行～夢之光

聲中熄燈退出的迪士尼電影《美女與野獸》花車，更將
換上 LED 燈再次於夜空下綻放光彩。

此外，東京迪士尼樂園的探險樂園將會推出源自海盜世界觀的特別節目，邀請遊客
齊來體驗迪士尼電影《神鬼奇航 5：死無對證》的尋寶之旅。
於東京迪士尼海洋，美國海濱的船塢邊舞台將演出全新迎賓表演「舞向光彩」。米
奇與達菲在旅途中認識的兔女孩 StellaLou 將在表演途中走入觀賞席與遊客近距離互
動，與遊客共享追求夢想的喜悅。
迪士尼飯店、迪士尼度假區線、伊克斯皮兒莉等設施亦會準備多樣充滿夏日特色、
適合全家同歡的節目內容。在晴空萬里的夏季，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相偕蒞臨東京迪
士尼度假區，與迪士尼明星一同在此度過美好難忘的活潑假期。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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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修訂自 2017 年 4 月 13 日發佈之日文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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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PHS、IP 電話請撥 045-330-5211）
［媒體諮詢］Publicity Department, Oriental Land Co., Ltd.：047-305-5111

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

附件

■娛樂表演「海盜烈夏交鋒：溼不可擋！」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20 分鐘（每日 3 場）
演出人數：約 80 人
聳立港灣中央的燈塔、徘徊港鎮街道的海盜……。在巴博沙船長率領的海盜團占據
下，東京迪士尼海洋的樂園海港一夕之間化為海盜們的據點。當傳說中的海盜船乘風入
港，這場活力十足、迫力滿分的全新娛樂表演「海盜烈夏交鋒：溼不可擋！」就此揭
幕！
乘船登場的巴博沙船長將配合樂曲向岸上遊客潑灑水花，號召遊客成為海盜一員，
並隨著節奏展開菜鳥入門訓練。就當遊客與海盜們呼聲熱烈、團結一致時，巴博沙船長
的宿敵傑克船長赫然現身了。
在傑克船長的提議下，雙方同意將過往的恩怨全部放諸流水，並且在清涼無比的漫
天水花中大開宴會。不料，傑克船長在狂歡中的意外舉動，竟讓現場歡樂氣氛急轉直下，
演變成 2 位船長爭奪海盜船的激烈攻防戰。
澎湃水花與熊熊烈火交織中，究竟船落誰家呢？歡迎遊客前來加入海盜們的行列，
親身體驗這場清涼熱情的海盜戰役！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傑克船長、巴博沙船長
■街頭娛樂表演

特別活動期間，地中海港灣化為海盜集散地，由個性十足的海盜們在此舉辦迎賓會。
失落河三角洲亦會有海盜在街頭闊步，不時透過各種手法訓練遊客成為獨當一面的海盜。
餐飲設施「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將成為特別節目「海盜酒吧大狂歡」的舞台，由巴
博沙船長旗下的海盜組成狂野風趣的樂團，大剌剌地在此與遊客同歡互動。
■海盜酒吧大狂歡

靠港在失落河三角洲的粗獷海盜們正以「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為據點，與稱兄
道弟的好夥伴們在此狂歡！這間坐落叢林深處的餐飲設施將掛起骷髏旗幟、換上海盜裝
飾，搖身成為夏季僅有的海盜酒吧。遊客不妨在探險途中前來一探究竟，大啖獨家海盜
主題餐飲，並在現場演奏的輕快樂曲相伴中，發現海盜們的真性情。

■特別商品

共約 20 種迪士尼系列電影《神鬼奇航》特別商品將於園區上
市。品項涵括了骷髏頭黑色Ｔ恤、流蘇款式Ｔ恤、背包等服飾商品，
以及明信片、別針等實用商品，盡都滿載電影的酷炫神采。
此外，約 40 種迪士尼明星的海盜主題商品亦會同時登場，清
涼感十足的品項涵括了Ｔ恤、五分褲、頭巾等海盜必備服飾，以及
迪士尼明星海盜造型玩偶別針、咬著帶骨肉的布魯托靠墊等，樣樣

Ｔ恤 1,700 日圓
銷售地點：恩波利歐商場

令人愛不釋手。
特別活動期間，遊客僅需由 3 款特定黑色Ｔ恤中任選購 1 件，
即可獲得 1 份海盜風格的拍照小道具。歡迎遊客穿上黑色Ｔ恤前往
園區的照相景點，並利用這些小道具拍攝獨具特色的紀念照。
※特別商品自 7 月 8 日起銷售。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玩偶別針 1,700 日圓
銷售地點：恩波利歐商場

■特別餐飲

多款海盜主題的夏季特別餐飲將於園區登場，引領遊客透過
視覺、味覺勇闖海盜世界。
「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將推出多款份量十足的特別餐點
及色彩鮮艷的酒精飲料，令「海盜酒吧大狂歡」增添美味樂趣。
不僅黑色塔可餅獨樹一幟，特別套餐主餐盤中的大塊雞腿、骷髏
頭造型白飯更是吸睛度百分百。此外，只於 16：00 後銷售的特
別餐點及酒精飲料也將為夏季夜晚染上另一番神祕色彩。
「波多菲諾咖啡坊」將高掛骷髏頭旗幟、擺設繪有海盜圖騰

「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
特別套餐 1,580 日圓

的橡木桶，並銷售「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主題特別套餐。
「餅乾
媽媽西點」則會使用黑色麵包推出特製三明治。
「猶加敦基地營燒烤」
、
「尚比尼兄弟餐廳」
、
「比爾藤壺小吃」
將銷售色彩鮮豔的雞尾酒。
「鸚鵡螺號小廚」也會推出無酒精特別
飲料，令未成年遊客也能體驗彷彿把酒言歡般的海盜豪邁氣氛。
「米格勒黃金國快餐中心」
店內裝飾概念圖

※特別餐飲自 7 月 8 日起銷售。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特別餐飲內容有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
■園區裝飾

地中海港灣將會掛起骷髏頭海盜旗等主題裝飾，並撐起黑色
及紅色的遮陽傘，營造海盜世界氛圍。港灣多處亦會設置照相景
點，供遊客在此拍攝如同登上了海盜船或是被囚禁在監獄中的趣
味紀念照。

照相景點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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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和風夏慶」
■娛樂表演「水花燦燦！盛夏節奏」

演出地點：城堡前院＆圓環周邊的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20 分鐘（每日 3 場）
演出人數：約 65 人
眾人引頸期盼的夏季慶典將以全新內容登場！當大大小小的 5 台花車陸續來到灰
姑娘城堡前的遊行路徑，日本傳統慶典不可或缺的太鼓、竹笛等和風樂器輕快奏起迪士
尼樂曲，一場色彩鮮豔、水花飛舞的嶄新娛樂表演就此揭幕！
身穿亮麗服飾的迪士尼明星將乘著花車繞行灰姑娘城堡前的圓環，並且不時暫停花
車與遊客互動。在大量清涼水花灑落下，米奇、美妮將精神抖擻地邀請遊客一同配合樂
曲歡呼、拍掌，玩得開懷忘我的唐老鴨更是放聲與車外遊客嬉鬧，令一旁的黛絲、克莉
絲不禁為他加油助陣。
在現場不分你我的歡樂氣氛中，融合了日本風情與迪士尼色彩的夏季慶典將迎向精
采最高潮，為遊客帶來活力充沛、清涼無比的暢快感受。
※共 5 台花車將於灰姑娘城堡前以及圓環周邊的遊行路徑噴灑水花。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米奇、美妮、布魯托、唐老鴨、黛絲、高飛、麥克斯、奇奇、帝帝、克莉絲
■特別商品

園區將會推出約 50 種日本夏日風情十足的「迪士尼和風夏
慶」特別商品。
娛樂表演「水花燦燦！盛夏節奏」造型的迪士尼明星將登上
文件夾套組、便條紙套組、毛巾、什錦餅乾等多款商品的設計圖案，

文件夾套組 1,030 日圓
銷售地點：格蘭恩波商場

是遊客透過伴手禮與親朋好友分享園區熱鬧氣氛的最佳選擇。
一系列以刨冰、棉花糖、水氣球、撈金魚等日本廟會童玩為
靈感的商品亦會活潑上市。刨冰造型的涼感靠墊、金魚缸造型的
玻璃杯等，色彩繽紛的各式實用商品皆可見到奇奇帝帝令人不禁
會心一笑的逗趣身影。水氣球造型發光墜飾、糖葫蘆造型眼鏡等
趣味商品更是與園區獨家Ｔ恤、五分褲穿搭出個性裝扮的首選。
此外，迷你蜂蜜蛋糕、棒棒糖等甜點商品亦會上市。

玻璃杯 900 日圓
銷售地點：格蘭恩波商場

※特別商品自 7 月 8 日起銷售。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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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餐飲

活動期間，遊客可於園區享用多款結合迪士尼色彩與日本傳統
夏季慶典美食的特別餐飲。
「廣場樓閣餐廳」將推出造型創意來自太鼓的漢堡排特別套餐；
「佩比爾小吃館」
、
「虎克船長的廚房」則會供應沁涼清爽的無酒精
飲料。「北齋餐廳」將會銷售附有紀念筷、配色豔麗的特製什錦壽
司飯。
此外，日本廟會常見的蘋果糖葫蘆、香蕉巧克力亦會成為特別
甜點的設計靈感，並搭配紀念杯盤供遊客選購。
※特別商品自 7 月 8 日起銷售。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廣場樓閣餐廳」
特別套餐 1,940 日圓

■園區裝飾

自世界市集至圓環一帶，將會有日式旗幟、遮陽傘、燈籠
等園區裝飾營造「迪士尼和風夏慶」歡欣氛圍。屆時，全新照
相景點將於市界世集中央登場，展現米奇在慶典高台擊鼓的英
姿，以及迪士尼電影《幻想曲》的掃帚們手持團扇在高台周圍
歡樂起舞的可愛模樣。
美妮與黛絲吹奏竹笛、唐老鴨與高飛敲打太鼓的節慶景象，

照相景點
（世界市集）

亦將化為照相景點在灰娘城堡前的圓環登場。歡迎遊客前來發
揮創意，拍攝出彷彿正與迪士尼明星一同吹笛、擊鼓的精采紀
念照。
■其他

日本慶典攤販造型的活動商品小舖將於小圓環登場，令園區歡騰氣息更上一層樓。
遊客不僅可在此選購包裝可愛的彈珠汽水飲料、冰淇淋，還可參加搖奬遊戲（1 次 500
日圓）小試手氣.。獎品內容分別為園區獨家靠墊、毛巾或團扇，人人有獎。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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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夏季精采內容
■夜間遊行「東京迪士尼樂園電子大遊行～夢之光」
（東京迪士尼樂園）

演出日期：7 月 11 日起翻新登場
演出地點：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45 分鐘（每日 1 場）
自 2001 年登場至今，長年以燦爛燈飾、歡欣樂曲與無數遊客共創美好回憶的夜間
遊行，將第 4 度更新遊行陣容，為星空下的園區帶來嶄新的綺麗光彩！
迪士尼電影《冰雪奇緣》的安娜、艾莎將乘著耀眼的冰晶城堡花車，首度於夜間遊
行亮相。《仙履奇緣》的系列花車亦會煥然一新，藉由灰姑娘的南瓜馬車、王子的舞會
花車敘述這段永不退色的經典故事。於 2011 年 7 月熄燈告別遊客的《美女與野獸》花
車，更將換上 LED 燈重返遊行陣容，於夜幕下再度揮灑璀璨色彩。
歡迎舊雨新知前來觀賞，在亮麗繽紛的光彩世界中度過笑容滿溢的夢幻時刻。
■體驗型特別節目（東京迪士尼樂園）

舉辦期間：2017 年 6 月 15 日～8 月 31 日
舉辦地點：探險樂園遊樂設施「加勒比海盜」周邊
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於遊樂設施「加勒比海盜」周邊展開體驗型特別節目，呈現迪士
尼電影《神鬼奇航：死無對證》中洋溢冒險情懷的海盜世界。
節目舉辦期間，所有搭乘遊樂設施「加勒比海盜」的遊客皆可免費獲得 1 份尋寶遊
戲「海盜謎雲」的藏寶圖，於探險樂園尋找在電影《神鬼奇航：死無對證》中登場的 3
項「寶藏」。
遊樂設施「加勒比海盜」周邊的園區裝飾、體驗型照相景點將以系列電影《神鬼奇
航》的場景為主題，傑克船長也會加入街頭樂隊表演「海盜銅管樂」的演出陣容，與遊
客共度歡樂時刻。
此外，餐飲設施「藍海灣餐廳」、「奧爾良咖啡亭」、「皇家街陽臺」與商店「海盜寶
藏」亦會分別推出電影《神鬼奇航》的主題餐飲、相關商品等。

■迎賓節目「舞向光彩」
（東京迪士尼海洋）

演出期間：2017 年 7 月 11 日～2018 年 3 月 19 日
演出地點：美國海濱「船塢邊舞台」
演出時間：約 20 分鐘（每日 4～6 場）
演出人數：約 12 人
東京迪士尼海洋的船塢邊舞台將推出由新朋友 StellaLou 擔綱演出的全新迎賓表
演「舞向光彩」。
米奇與達菲在旅途中認識的兔女孩 StellaLou
擁有長長的耳朵、如星光般閃亮的雙眼。喜愛跳舞
的她，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夠站在百老匯舞台的聚光
燈下。
在這場表演中，米奇與達菲將為 StellaLou 舉
辦舞蹈發表會，讓她能夠展現每天努力練習的成果。
美妮、雪莉玫、傑拉多尼也會到場，齊來為這位新

「舞向光彩」概念圖

朋友的心願加油。
屆時，達菲、StellaLou 等迪士尼明星皆會走入觀賞席與遊客近距離互動，令台上
台下皆融入劇情世界，一同感受邁向夢想的無盡喜悅。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米奇、美妮、達菲、雪莉玫、傑拉多尼、StellaLou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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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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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活動「迪
士尼和風夏慶」，推出獨具夏季風情的特別餐飲。
屆時，迪士尼大使大飯店的餐飲設施「花 Hana」（日本料理）將於晚間時刻推出
水氣球造型的特別甜點，帶來充滿驚喜的沁涼感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的餐飲設施
「雪伍德花園餐廳」
（自助式吃到飽餐廳），則將推出棉花糖、水氣球造型的可愛麵包，
並以繽紛色彩點綴琳瑯滿目的夏季餐點。
此外，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飯店的餐飲設施將發揮巧思，推出與特別活動「迪
士尼夏日海盜世界」相關的特別餐飲。「絲路園」（中式料理）的午間精緻全餐將利用
黑色粉圓在甜點拼盤中呈現浪花滔滔的大海景致，為 6 道創意菜色構成的用餐時光劃下
難忘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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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特別活動「迪士
尼和風夏慶」與東京迪士尼海洋特別活動「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的紀念圖案周遊券
各 1 款。
伊克斯皮兒莉
複合式購物娛樂商城「伊克斯皮兒莉」將於 2017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舉
辦夏季主題活動「Ikspiari Splash Town」。此一期間，商城 2 樓的慶典廣場將舉辦大
量水花從天而降的「Splash Challenge」體驗活動，多項適合親子參加且寓教於樂的工
作坊亦會陸續登場。此外，可涼爽穿搭的夏日服飾、補充體力元氣的健康餐點也將繽紛
上市。歡迎遊客前來購物、用餐，於這座充滿故事性的歡欣小鎮度過暑期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