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11月 

致 各大媒體及相關人士 

Oriental Land Co., Ltd.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週年慶「Happiest Celebration!」喜迎終章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1～3月活動介紹 

2019年 1月 11日～3月 25日 

2019年 1月 11日至 3月 25日期間，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推出滿載獨家魅力的歡樂內容，

打造笑聲不停歇的假期時刻。 

自 2018年 4月 15日盛大起跑的 35週年慶活動即將

拉下精彩帷幕！上述期間，「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週年慶

『Happiest Celebration!』壓軸活動」將於東京迪士尼樂園

熱鬧展開。屆時，日間遊行表演「奇想騰飛！」將限期演

出特別版本，呈獻華麗喜氣更上層樓的週年慶氛圍。而令

世界市集的大街展露非凡風采的「喜慶大街」，亦將藉由專

為壓軸活動量身訂做的夜間聲光特效，帶來璀璨亮麗的美

好景致。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舉辦特別活動「皮克斯遊戲時間」，

開啟前往迪士尼・皮克斯繽紛電影世界的門扉。皮克斯明

星不僅會於多項表演擔綱演出，更將齊聚於娛樂表演「皮

克斯好友來遊戲」與遊客互動。此外，迪士尼・皮克斯電

影相關的園區裝飾、體驗型照相景點將以圖板遊戲作為設

計主題，於園內各處營造歡樂。部分園區裝飾將同時擁有

遊戲小攤的功能，供遊客度過別有一番樂趣的遊園時光。

體驗型照相景點則將全新加入《海底總動員》系列電影、《可

可夜總會》等作品舞台，令遊客感受多樣的精彩魅力。 

同一期間，達菲與好友們將再度攜手呈獻特別節目「達菲窩心時光」，於冬季晴朗的園區

揮灑溫馨色彩。達菲、雪莉玫、傑拉多尼、星黛露誠心送上禮物的可愛模樣將成為園區裝飾、

特別商品、特別餐飲的設計主題，讓人不禁綻放幸福微笑。 

 

東京迪士尼海洋 
「皮克斯遊戲時間」 

東京迪士尼樂園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週年慶 

『Happiest Celebration!』壓軸活動」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除此之外，東京迪士尼海洋的遊樂設施「驚魂古塔」亦將限期推出特別版本「驚魂古塔：恐

懼無限」。電梯墜落的方式將有所變化，歡迎膽量與勇氣兼具的遊客前來發現。 

於 2019年 1月 11日至 3月 25日期間，迪士尼飯店、迪士尼度假區線亦會配合 2座園區

的特別活動主題推出獨樹一幟的精彩內容，令迪士尼魔法環繞度假區各處。 

歡迎遊客闔家蒞臨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在豐富多樣的活動中度過美好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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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想騰飛！」 

◆東京迪士尼樂園◆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週年慶「Happiest Celebration!」壓軸活動 

 

【娛樂表演】 

◇「奇想騰飛！」特別版本 

演出地點：遊行路徑 

演出次數：每日 1～2場 

演出時間：約 45分鐘 

演出人數：約140人（含迪士尼明星約 55人） 

花車總數：13台 

盛大揭開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 週年慶的日間遊行表

演「奇想騰飛！」將限期演出特別版本，為欣喜雀躍的慶

賀氛圍增添熱鬧活力。 

屆時，遊行隊伍將於 1處稍作停留。迪士尼明星亦將

邀請遊客隨著週年慶活動主題曲的節奏揮手、拍掌，齊將

35週年慶壓軸活動的歡樂氣氛推向頂峰。 

歡迎遊客前來共襄盛舉，一同與迪士尼明星遨遊在無

限遼闊的夢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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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慶大街」 

令世界市集滿載 35週年慶歡騰氣氛的「喜慶大街」，

將在壓軸活動期間推出全新版本的夜間聲光特效。華麗影

像、動聽旋律、繽紛光彩將不定時妝點街道，譜出週年慶

尾聲獨有的絢麗景致。 

 

 

  

「喜慶大街」 

附件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特別商品】 

約 65款特別商品將於壓軸活動期間亮眼上市，為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35週年慶錦上添花。

屆時，不僅大浴巾等品項將會印有迪士尼明星欣喜邁向浩瀚夢想世界的情境，筆記本、明信片、

隨身包等品項亦會將 35週年慶活動期間登場的園區裝飾、特別商品、特別餐飲等融入圖案設

計，令歡欣的遊園回憶持續陪伴遊客。此外，靈感來自「開心米奇感應點」的明信片套組、迪

士尼度假區線 35週年慶彩繪列車造型的商品皆會同步推出。 

※特別商品將自 2019年 1月 7日推出。 

※壓軸活動期間推出的特別商品亦會於東京迪士尼海洋登場。 

 

 

 

 

 

 

【特別餐飲】 

同一期間，特別餐飲亦會滿載週年慶壓軸活動的歡騰氣氛，令遊客的用

餐時光更加出色。「莎拉奶奶的廚房」的特別餐飲將透過各式鮮豔亮眼的食

材，呈現園區迎接週年慶終章的歡欣悸動。而「涼亭」的甜筒牛肉飯亦會換

裝重新登場。星型的金箔將華麗點綴其上，洋溢週年慶喜氣。 

此外，配合遊樂設施「小小世界」於園區迎向 35週年之際完成大幅翻

新，不定期變更食材以味覺帶領遊客環遊世界的特別套餐「披薩小小世界」，

亦會以南太平洋諸島作為最後一站的設計主題，推出與遊樂設施完美結合的

可口披薩。 

※特別餐飲將自 2018年 1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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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特別內容】 

於壓軸活動期間，嚮導遊園亦會推出專為 35週年慶活動量身

打造的特別內容。（本項目為收費服務，並全程使用日語） 

行程中，專屬嚮導將會利用舊時照片回顧 35年來的成長歷史，

並帶領遊客環顧當今的園區景致。在瞭解園區昔日面貌之際，遊

客將能發現不同以往的園區魅力，體驗一段滿載 35週年特色的精

彩巡旅。 

※嚮導遊園為團體行程，且須事先預約。 

※若需預約，請至「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線上預約＆購票」（日文網頁）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莎拉奶奶的廚房 

特別套餐1,580日圓 

 

大浴巾 3,400日圓 筆記本 1,500日圓 

明信片  380日圓 

隨身包 2,200日圓 

糖果餅乾組 950日圓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嚮導遊園 

虎克船長的廚房 

特別套餐760日圓 

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東京迪士尼海洋◆ 

■皮克斯遊戲時間 

 

【娛樂表演】 

◇「皮克斯好友來遊戲」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米老鼠廣場） 

演出次數：每日 2～3場 

演出時間：約 30分鐘 

演出人數：約 40人（含皮克斯明星 17人） 

皮克斯明星將齊聚於米老鼠廣場與遊客同樂玩遊戲，帶來歡欣無比的互動式娛樂表演。 

遊客將可進入《玩具總動員》、《超人特攻隊》、《海

底總動員》等 3部系列電影作品的世界，合力挑戰多彩多姿

的小遊戲。當完成遊戲任務後，所有皮克斯明星將會陸續登

場，令現場氣氛沸騰至最高點。今年，於《超人特攻隊》系

列電影留下深刻印象的時裝設計大師「衣夫人」將初次亮相，

為演出陣容增添風采。當台下觀眾與皮克斯明星於表演末尾

不分彼此、其樂融融時，舞台上將升起一顆顆皮克斯明星主

題的大型氣球，整場表演也隨之迎接華麗繽紛的美好尾聲。 

歡迎前來與皮克斯明星共襄盛舉，盡享趣味滿盈的遊戲時光。 

 

＜登場的皮克斯明星＞ 

皮克斯明星 演出的迪士尼・皮克斯電影 

胡迪、巴斯光年、翠絲、紅心、熊抱哥 《玩具總動員》系列電影 

超能先生、彈力女超人、衣夫人 《超人特攻隊》系列電影 

大眼仔、毛怪 《怪獸電力公司》系列電影 

雷米 《料理鼠王》 

卡爾、小羅、小逗 《天外奇蹟》 

梅莉達 《勇敢傳說》 

樂樂、憂憂 《腦筋急轉彎》 

 

 

 

 

「皮克斯好友來遊戲」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閃電麥坤勝利巡遊」 

演出地點：美國海濱（紐約區） 

演出次數：每日 3～4場 

演出時間：約 25分鐘 

享譽全球的天才賽車手閃電麥坤將巡迴至美國海濱與遊

客共度難忘時光！ 

當現場轟然響起隆隆引擎聲，閃電麥坤將帥氣登場，並與

舞者們齊同繞行紐約區。屆時，舞者不僅會踏出活力舞步，

還會沿途邀請遊客齊來壯大隊伍聲勢。節奏輕快的樂曲亦會

一路炒熱氣氛，並於巡遊後半以愈發激昂的曲調令全場籠罩

喜樂氛圍。最後，黑白方格旗將如同賽事一般於終點處揮舞，

為演出畫下完美句點。 

 

＜登場的皮克斯明星＞ 

皮克斯明星 演出的迪士尼・皮克斯電影 

閃電麥坤 《汽車總動員》系列電影 

 

 

◇「雷米邀您齊下廚」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尚比尼兄弟餐廳」前方） 

演出次數：每日 2～4場 

演出時間：約 20分鐘 

電影《料理鼠王》的超人氣法國餐廳「Ratatouille」今

年將再度於地中海港灣開設快閃分店。 

某天，開朗逗趣的服務生竟然在雷米與副主廚們外出時，

主動接受遊客點餐。店內 2位實習廚師也因此自行烹調起「本

日特餐」。但卻因備料過程中手忙腳亂，而無法成功上菜。

恰巧回到餐廳的雷米與副主廚們於瞭解情況之後，隨即提議

眾人一起重新做料理。 

在雷米與服務生的支援之下，美味料理最終是否能順利上桌呢？歡迎遊客齊來在這場娛樂

表演中與實習廚師們快樂下廚，合力完成一道今日獨有的法式餐點。 

 

＜登場的皮克斯明星＞ 

皮克斯明星 演出的迪士尼・皮克斯電影 

雷米 《料理鼠王》 

 

「閃電麥坤勝利巡遊」 

「雷米邀您齊下廚」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皮克斯好友水上巡遊」 

演出地點：東京迪士尼海洋水域 

演出次數：每日 2～3場 

演出時間：約 20分鐘 

滿心期待與遊客一起玩樂的皮克斯明星，將搭乘迪士尼海

洋渡輪航線的蒸汽船繞巡園區水域一周，沿途向沉浸在皮克斯

歡樂世界的遊客問好。 

 

 

 

 

＜登場的皮克斯明星＞  

皮克斯明星 演出的迪士尼・皮克斯電影 

胡迪、巴斯光年、翠絲、熊抱哥 《玩具總動員》系列電影 

大眼仔、毛怪、CDA（兒童探測局局員） 《怪獸電力公司》系列電影 

 

◇街頭娛樂表演 

演出地點：美國海濱 

於特別活動「皮克斯遊戲時間」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濱

海樂團」將演奏特別版內容，為這場與皮克斯明星共度的遊戲時

間增添不同於平時的聽覺饗宴。 

 

 

 

※各項娛樂表演有可能更改演出次數或地點，亦可能受天候等影響而臨時變更內容或取消。 

 

 

  

「皮克斯好友水上巡遊」 

「東京迪士尼海洋濱海樂團」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園區裝飾】 

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海洋將設置各式迪士尼・皮克斯電影主題裝飾，呈現電影中繽

紛多樣的世界觀。 

港岸公園將搖身成為圖板遊戲的象徵性據點，於地面繪製色彩鮮豔的遊戲方格。園區各處

亦將設立豐富多樣的遊戲攤位，供遊客與好友齊心幫閃電麥坤換輪胎，或是協助喜愛下廚的雷

米完成餐點。 

不僅如此，全新主題的體驗型照相景點亦將登場。歡迎遊客在此拍攝遊園紀念照，並同時

感受《海底總動員》系列電影、《超人特攻隊》系列電影、《可可夜總會》等電影的精彩魅力。 

 

 

 

 

 

 

 

 

    

【特別商品】 

約100款搶眼亮麗的特別商品將於特別活動期間推出，令化為皮克斯圖板遊戲世界的園區

熱鬧加倍。屆時，不僅會有運動服、造型帽等服飾可供遊客於園區與親朋好友展現默契，於「閃

電麥坤勝利巡遊」增添觀賞樂趣的特別商品亦會上市。此外，包裝可作為圖板遊戲的日式米果

也將登場。外盒的部分圖樣於剪裁後，還可製成棋子。歡迎自琳瑯滿目的品項中選購遊園紀念

品，度過有皮克斯明星持續相伴的愉快時光。 

 

※特別商品將自 2019年 1月 7日推出。 

 

 

 

 

 

 

 

 

 

 

 

 

地面彩繪裝飾 

（港岸公園） 

 

日式米果 1,200日圓 

 

造型帽 2,500日圓 

手搖旗  600日圓 

男用運動服 3,900日圓 

女用運動服 3,600日圓 

    造型帽 2,600日圓 

    手機殼 2,000日圓 

照相景點 

《海底總動員》系列電影主題 

 

照相景點 

《超人特攻隊》系列電影主題 

 

照相景點 

《可可夜總會》主題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特別餐飲】 

活動期間，特別餐飲將以皮克斯明星作為設計靈感，供遊客體驗迪士

尼・皮克斯電影氛圍縈繞的美食魅力。 

《汽車總動員》、《怪獸電力公司》的皮克斯明星身影將分別融入「紐

約美味房」、「火山餐廳」與「蘇丹綠洲」的特別餐飲；《玩具總動員》的皮

克斯明星特徵也將紛紛登上「波多菲諾咖啡坊」的餐飲陣容，繽紛妝點義

大利麵、湯品、甜點等佳餚。 

此外，以《超人特攻隊》為主題的特別餐飲亦將於「凱茲堡餐飲廣

場」亮相，陪伴遊客度過歡樂的用餐時刻。 

※特別餐飲將自 2019年 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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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菲窩心時光」 

達菲與好友們的特別節目「達菲窩心時光」將再度登場。

屆時，特別商品、特別餐飲、園區裝飾皆將展露出達菲與好友

們全心全意準備回禮給美妮的情景，為美國海濱的鱈魚岬注入

一股溫馨暖流。 

 

【園區裝飾】 

全新的照相景點將會於鱈魚岬的「裴葛姑媽村莊商店」前方登場，呈現出達菲、雪莉玫、

傑拉多尼、星黛露送上回禮表達心意的情境。此外，亦會有公佈欄介紹達菲與好友們之間的溫

馨小故事，以及生動表現達菲們誠心準備回禮等各種景象的園區裝飾，時刻散發濃濃的暖意。 

 

 

 

 

 

 

 

 

  

波多菲諾咖啡坊 

《玩具總動員》套餐 

1,880日圓 

照相景點 

（位於「裴葛姑媽村莊商店」前方） 
園區裝飾 

（達菲與好友們準備回禮的情境） 

園區裝飾 

（公佈欄造型）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迪士尼明星迎賓會】 

達菲與雪莉玫將會身穿全新服飾，分別於「漁村迎賓小屋」及「鱈魚岬錦標美食」旁舉

辦迎賓會。專為特別節目設計的服裝難得一見，歡迎遊客前來與他們合影、互動，度過歡欣

時光。 

 

【特別商品】 

約40款與特別節目「達菲窩心時光」相關的特別商品將亮麗上市。布料、針插等手工藝品

項將首度加入陣容，是遊客親手製作精美禮品的好幫手。廣受歡迎的玩偶套裝則將縫有美妮專

為達菲與好友設計的心型圖案，造型討喜可愛。此外，採用與玩偶同一鬆軟絨毛材質的玩偶造

型斜背包，亦會全新推出傑拉多尼、星黛露的款式，增添遊園裝扮的造型選擇。 

※特別商品將自 2019年 1月 8日推出。 

 

 

 

 

 

 

 

 

 

 

 

【特別餐飲】 

於特別節目期間，餐飲設施「鱈魚岬錦標美食」將銷售附有紀念餐袋的特別套餐，以及附

有紀念杯或紀念盤的甜點。同時，店內亦會掛上繪有溫馨故事情節的海報，或是設計主題來自

達菲與好友的掛報、吊飾等裝飾，打造出洋溢可愛氛圍的用餐時光。 

 

※特別餐飲將自 2019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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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料 

每款2,000日圓 

玩偶套裝 

每款4,800日圓 

※玩偶另售 

玩偶造型斜背包 

每款3,400日圓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針插 

2,000日圓 



    

■驚魂古塔：恐懼無限 

 2019年 1月 7日～3月 20日限期登場！ 

刺激驚悚的人氣遊樂設施「驚魂古塔」將推出特別版內容，

令電梯的墜落模式難以捉摸。神祕雕像「犀利奇・烏吞遁」的

詛咒將引發無法料想的超自然現象，帶來恐怖倍增、尖叫聲劃

破雲霄的驚魂時刻。歡迎膽識過人的遊客相偕前來一探究竟！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囊括了飯店住宿、不限使用時段的快速通行券等豐富內容。配

合 35週年慶壓軸活動，假期套票將推出「35周年のグランドフィナーレとスペシャルイベン

ト『ピクサー・プレイタイム』を楽しむ 2DAYS/3DAYS」（於 35週年慶壓軸活動＆特別活動

「皮克斯遊戲時間」期間暢玩園區 2DAYS／3DAYS）等多樣行程。歡迎遊客上網選購，一次

盡情徜徉於 35週年慶熱鬧氣氛縈繞的東京迪士尼樂園、舉辦特別活動「皮克斯遊戲時間」的

東京迪士尼海洋 2座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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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魂古塔：恐懼無限」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迪士尼飯店◆ 

迪士尼飯店將延續園區 35週年慶的喜樂氛圍，營造出與週年慶壓軸活動相輝映的幸福氣

息，呈獻難忘的住宿體驗。 

自 2019 年 1 月 11 日起，「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的房卡將限期印上 35 週年慶壓軸活

動獨家圖案。迪士尼明星欣喜邁向浩瀚夢想世界的情境，將陪伴遊客度過美好時光。此外，

飯店的餐飲設施亦將推出特別餐飲，令壓軸活動的繽紛色彩華麗上桌。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海景大飯店」將配合東京迪士尼海洋特別活

動「皮克斯遊戲時間」，於特別餐飲融入皮克斯明星的可愛身影，帶來洋溢迪士尼‧皮克斯電

影魅力的歡樂用餐時刻。 

※特別餐飲將自 2019年 1月 7日推出。 

 

 

 

 

 

 

 

◆迪士尼度假區線◆ 

單軌電車「迪士尼度假區線」各車站的自動售票機將會

銷售 2 款紀念圖案周遊券。屆時，於東京迪士尼海洋舉辦的

特別活動「皮克斯遊戲時間」、特別節目「達菲窩心時光」皆

會分別成為周遊券的設計主題，為環繞度假區的移動時光更

添歡樂。 

 

 

 

 

 

 

 

 

 

35週年慶特製房卡 
客房類型：標準房／迪士尼明星房 
（限於 1月 11日～3月 25日入住） 

35週年慶特製房卡 
客房類型：禮賓房／套房 

（限於 1月 11日～3月 25日入住） 

「皮克斯遊戲時間」 
紀念圖案周遊券 

「達菲窩心時光」 
紀念圖案周遊券 

※圖片皆僅供參考  ©Disney ©Disney/Pix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