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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樂迎夏季
豔陽高照的時節即將來臨，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的各座設施將聯手為遊客打造充實難
忘的假期時刻。不僅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將舉辦精彩豐富的特別活動，迪
士尼飯店、伊克斯皮兒莉亦將推出繽紛多樣的節目內容。
於 2019 年 7 月 9 日至 9 月 1 日期間，東京迪士尼樂
園將舉辦全新主題的特別活動
「唐老鴨的熱力盛夏叢林」，
帶來夏季獨有的歡快景致。屆時，夜間舞台娛樂表演將相
隔 6 年於灰姑娘城堡前登場，並上演嶄新內容「噢！夏日
萬歲！」。星空下，唐老鴨與其他迪士尼明星皆會陸續登
場，引領遊客走進五顏六色的叢林世界。生動趣味的演出
將結合大量清涼水花、熊熊火焰特效展現歡騰活力，令園
區於夏夜更添熱鬧。
此外，日間亦有滿載清涼體驗的節目登場。迪士尼電

東京迪士尼樂園
「唐老鴨的熱力盛夏叢林」

影《動物方城市》的哈茱蒂、胡尼克將現身於娛樂表演「茱
蒂與尼克蹦跳戲水樂」
，與遊客共譜水花四濺的消暑時光。
同一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則將再度以迪士尼系列
電影《神鬼奇航》為主題，呈獻洋溢冒險氣氛的特別活
動「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傑克船長、巴博沙船長將
率領狂野不羈的海盜們演出娛樂表演「海盜烈夏交鋒：
溼不可擋！」。在滂湃飛瀑的水花中，遊客將彷若成為海
盜團的成員，置身於震撼迫人的戰役現場。

東京迪士尼海洋
「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

除此之外，迪士尼飯店、迪士尼度假區線、伊克斯皮兒莉亦會限期推出特色十足的
節目內容。在晴空萬里的夏日，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相偕蒞臨東京迪士尼度假區，於
此創造獨一無二、幸福美好的假期回憶。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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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東京迪士尼樂園「唐老鴨的熱力盛夏叢林」◆
【娛樂表演】

◇「噢！夏日萬歲！」
演出地點：城堡前院
演出次數：每日 2 場
演出時間：約 20 分鐘
演出人數：約 45 人
時隔 6 年，灰姑娘城堡前的舞台將再次於夏季夜間上演娛樂表演。耳目一新的劇情
內容、迫力十足的火焰特效、漫天飛濺的清涼水花，將交織出樂無窮的暢快體驗。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的五彩叢林之中，唐老鴨、米奇等迪士尼明星將身穿繽紛亮麗的
服飾亮相，同時伴隨歡欣節奏、動感舞步，帶來活力沸騰的舞台表演。
當大量水花噴灑、火焰特效升騰，變化萬千的光雕投影更將融匯其中，令這座夏夜
叢林越發激昂。隨著演出趨近尾聲，益加澎湃的水花將引領全場齊達熱力巔峰！歡迎遊
客親臨現場，與迪士尼明星共度唯此僅有、滿載驚奇的盛夏叢林時光。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唐老鴨、米奇、米妮、黛絲、高飛、奇奇、帝帝、克莉絲

※娛樂表演有可能更改演出次數，亦可能受天候等影響而臨時變更內容或取消。

【園區裝飾】
入園口內將布置色彩斑斕的園區裝飾，宛如生意盎然的夏日叢林。身穿鮮豔服飾的
迪士尼明星亦會躍入其中，增添更上層樓的歡欣氣氛。

入園口內的園區裝飾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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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商品】

約 80 款特別商品將以「唐老鴨的熱力盛夏叢林」為主題，於燦陽映照的園區注入源源
不絕的活力。Ｔ恤、五分褲、玩偶別針等品項可供遊客相偕打造亮眼裝扮，度過開懷盡興的
夏日遊園時光。螢光手環獨具魅力，將是夏夜裡絢麗多彩的注目焦點。此外，唐老鴨的身影
將會成為抱枕的造型，或是面紙盒套的立體裝飾，在豐富多樣的品項中展現驚豔風采。

T恤
S、M、L、LL 每款 2,600 日圓
五分褲
M、L 每款 2,300 日圓

T恤
100、120 公分 每款 1,900 日圓
140 公分 2,300 日圓
S、M、L、LL 每款 2,600 日圓
3L 2,900 日圓
COOLCORE 品牌涼感毛巾
2,000 日圓

螢光手環
每款 500 日圓

玩偶別針 每款 1,700 日圓
（奇奇、帝帝套組 2,800 日圓）

【特別餐飲】
於火焰、水花動感交織的特別活動中，12 款錦上添花的特別餐飲亦將登場。
「小憩
店」將銷售靈感來自火焰的熱狗堡。紅色麵包與蔬菜醬料不僅將呈現豪放搶眼的外觀，
亦是遊客補充遊園體力的好幫手。
「蒸氣鍋爐房小吃」
、
「輝兒杜兒路兒好時光咖啡」
、
「虎
克船長的廚房」亦會分別供應藍、紅、黃色繽紛可愛的氣泡飲料。水花的涼爽特色將於
其中展露無遺，令人暑氣全消。
除上述之外，園區將會推出附有紀念杯或紀念盤的唐老鴨主題甜點，歡迎遊客選購
收藏。

「小憩店」
特別套餐 960 日圓

「蒸氣鍋爐房小吃」
氣泡飲料（晶藍口味）
「虎克船長的廚房」
氣泡飲料（檸檬口味）
「輝兒杜兒路兒好時光咖啡」
氣泡飲料（樹莓口味）
每款 380 日圓

※特別商品、特別餐飲將自 2019 年 7 月 8 日推出。
※特別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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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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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樂園

其他節目◆

【娛樂表演】
◇「茱蒂與尼克蹦跳戲水樂」
演出地點：城堡前院
演出次數：每日 4 場
演出時間：約 10 分鐘
演出人數：約 10 人
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的哈茱蒂、胡尼克將於今年首
度揭幕的「茱蒂與尼克蹦跳戲水樂」領銜演出，展開全身濕透
的娛樂表演。
屆時，不僅家喻戶曉的電影主題曲〈Try Everything〉等
樂曲將於耳邊輕快迴盪，大量水花亦會從天而降，為遊客帶來
沁涼無比的歡欣感受。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哈茱蒂、胡尼克

「茱蒂與尼克蹦跳戲水樂」

※娛樂表演有可能更改演出次數，亦可能受天候等影響而臨時變更內容或取消。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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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

【娛樂表演】
◇「海盜烈夏交鋒：溼不可擋！」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次數：每日 3 場
演出時間：約 25 分鐘
演出人數：約 90 人
海盜們今年仍將挾帶大量水花，於地中海港灣再度掀
起氣勢磅礴的激烈戰役。
東京迪士尼海洋的樂園海港在巴博沙船長統率的海
盜團占領下，成為海盜們的據點。為使現場遊客早日熟悉
海盜技能，當巴博沙船長乘著傳說中的海盜船風光前來，
一場水花四濺的入門訓練隨即展開。在遊客與海盜們成功
凝聚向心力之時，巴博沙船長的宿敵傑克船長竟乘坐外觀
殘破的船隻，赫然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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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起慶祝宴會。不料，水花紛飛的歡樂氣氛
卻因傑克船長的意外舉動急轉直下，演變成激烈的海盜船

「海盜烈夏交鋒：溼不可擋！」

爭奪戰。
澎湃水花與熊熊火焰交織的激戰情節、海盜們大開宴會的愉悅場景……，狂野不
羈的海盜世界將令遊客嘆為觀止、樂不思暑。敬邀遊客前來加入海盜們的行列，親身
體驗這場清涼奔放的海盜戰役！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傑克船長、巴博沙船長

◇其他娛樂表演
海盜教官將不定時於地中海港灣舉辦入門訓練，指導
遊客如何成為稱職的海盜。不僅如此，個性十足的海盜們
或傑克船長亦會於迎賓會登場，與遊客歡樂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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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變更內容或取消。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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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裝飾】
在海盜團占領下，地中海港灣的周圍搖身化作一片黑、紅色調的海盜世界。屆時，
園區裝飾將以骷髏頭海盜旗為設計主題，點綴於港鎮各處；體驗型照相景點亦會打造有
如搭乘海盜船冒險的情境，洋溢獨特魅力。

園區裝飾

照相景點

【特別商品】
約 70 款散發濃厚海盜氛圍的特別商品將於園區上市。Ｔ恤、浴巾、手環等品項將
運用海盜旗等圖樣，呈現迪士尼電影《神鬼奇航》的冒險世界。把手玻璃杯將營造彷若
暢飲言歡的海盜豪邁氣氛。除上述之外，不僅迪士尼明星裝扮成海盜出航冒險的情境將
會登上Ｔ恤，海盜風格十足的耳朵造型帽、滿載各式趣味元素的玩具等品項亦會登場。

男用 T 恤
（M～L）
2,600 日圓

女用 T 恤
（M～L）
2,600 日圓

【特別餐飲】

浴巾

3,400 日圓

玻璃杯
1,500 日圓

T恤
100、120 公分 每款 1,900 日圓
140 公分 2,300 日圓
S、M、L、LL 每款 2600 日圓
3L 2,900 日圓
手環 900 日圓
COOLCORE 品牌涼感毛巾
2,000 日圓

玩具

2,000 日圓

精緻餐點、雞尾酒等 16 款特別餐飲將以視覺、味覺展現海盜世界，引
領遊客踏上美食冒險旅程。「波多菲諾咖啡坊」的義大利麵套餐將藉由炸
鰈魚排營造豪邁的視覺印象，其清爽帶酸的口感亦是夏季用餐的絕佳選擇。
「紐約美味房」、「餅乾媽媽西點」則會推出靈感取自海盜、海洋的餐點。
此外，多款雞尾酒亦會融入海盜相關特色，於小酌時光增添氣氛。

「波多菲諾咖啡坊」
特別套餐 1,880 日圓

※特別商品、特別餐飲將自 2019 年 7 月 8 日推出。
※特別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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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迪士尼飯店◆
於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餐飲設施將配合東京迪士尼樂園的
特別活動「唐老鴨的熱力盛夏叢林」，精心烹製一道道顏色豐富、富含夏季風情的特別
餐飲。
於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飯店，餐飲設施將會推出以東京迪士尼海洋的特別活動
「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為靈感的特別餐飲，以及附贈紀念玻璃杯的特製飲料。此外，
獨家紀念幣的圖樣設計亦將結合特別活動主題，於飯店限期登場。
歡迎遊客偕同家人好友蒞臨飯店各設施，暢享美好的夏日時刻。
※迪士尼飯店餐飲設施的特別餐飲將自 2019 年 7 月 8 日推出。
※紀念玻璃杯數量有限。

◆迪士尼度假區線◆
迪士尼度假區線亦會令乘車時光洋溢 2 座園區的活力氛
圍。獨家周遊券、獨家紀念幣將以特別活動「唐老鴨的熱力盛
夏叢林」、「迪士尼夏日海盜世界」作為設計主題，並於各座
車站的自動售票機或紀念幣販賣機銷售。
期間限定款周遊券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
囊括飯店住宿等豐富內容的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不僅將推出可於專屬觀賞
區或觀賞席欣賞夏季娛樂表演的行程，更有專為 12 歲以下遊客設計的行程，打造歡樂
難忘的暑期時光。
屆時，小朋友將可於行程中參加「我是清潔小尖兵！」，以清潔服務人員的裝扮體
驗登上園區工作舞台的樂趣；抑或參加「威尼斯貢多拉遊船：我是小船夫」，於東京迪
士尼海洋遊樂設施「威尼斯貢多拉遊船」實際撐篙划槳。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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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伊克斯皮兒莉◇
位於舞濱車站前的複合式購物娛樂商城「伊克斯皮兒莉」
將自 7 月下旬舉辦夏季活動。屆時，商城 2 樓的慶典廣場將
有清涼的水花節目、適合親子參加且寓教於樂的工作坊等，多
樣魅力精彩紛呈。此外，品項豐富的夏季戶外活動服飾、休閒
用品，以及令人暑氣全消的清涼甜品等皆將登場。歡迎遊客蒞
臨這座商店、餐飲設施、影城一應俱全的歡欣小鎮，度過美好

伊克斯皮兒莉
2018 年夏季活動實景

的夏日假期！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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