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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度假區「迪士尼復活節」
4 月 4 日～6 月 14 日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將自 4 月 4 日至 6 月 14 日舉辦共計 72 天的春季特別活動「迪
士尼復活節」，藉由多項精采歡樂的活動內容與遊客共享春臨大地的喜悅。不僅東京迪
士尼樂園將展開活潑逗趣更勝往年的活動內容，週年慶方才落幕的東京迪士尼海洋亦會
再次推出於 2015 年首度登場即廣受好評的「迪士尼復活節」。同時，東京迪士尼度假
區的其他各大設施也會加入活動行列，令整座度假區環繞在生趣盎然的活力氛圍中。
於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明星將與今年首度登場的「兔耳蛋」攜手呈獻鬧哄哄、
樂無比的「迪士尼復活節」。當迪士尼明星正在彩蛋工廠製作復活節彩蛋準備慶祝春天
來臨時，彩蛋竟意外長出了兔耳朵，變成了前所未見的「兔耳蛋」！大量的兔耳蛋自工
廠蜂擁衝出並東逃西竄，於園區掀起陣陣趣味風波。
特別活動期間，遊客將可透過全新遊行表演「兔
耳蛋大脫逃！」於遊行路徑一睹迪士尼明星成為「捉
蛋師」，利用大型吸塵器、捕蟲網等各樣器具追逐兔
耳蛋的可愛模樣。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中的哈
茱蒂、胡尼克也會首度來到東京迪士尼度假區，與米
奇們一同追捕充滿好奇心的調皮兔耳蛋。
此外，全新的體驗型節目「彩蛋尋寶遊戲～找找
兔耳蛋～」亦會同時推出。歡迎遊客循著免費專用地
圖（僅提供日文版）記載的兔耳蛋目擊線索，於遊園
之際尋找兔耳蛋，度過美好時光。

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復活節」

於東京迪士尼海洋，色彩繽紛、時尚亮麗的「迪士尼復活節」亦將於暌違 2 年後再
度登場，園區將於錦簇花團、絢麗復活節彩蛋點綴中展現唯此僅有的春季風采。
穿上新裝、戴起「復活節兔耳帽」的迪士尼明
星將會於地中海港灣演出娛樂表演
「時尚復活節」。
來自美國海濱、美人魚礁湖等共 4 座主題海港的時
裝設計師將會登場，介紹自己精心設計的得意之作。
配合各時裝設計主題的音樂、舞蹈也將貫穿整場，
令節慶的華麗氣息環繞整座港灣。
東京迪士尼海洋「時尚復活節」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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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地中海港灣等主題海港亦會擺設復活節彩蛋、
「復活節兔耳帽」等造型裝飾，
以鮮豔豐富的色彩為園區增添春季清新活力。
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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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迪士尼度假區線」亦會配合園區特別活動推出精采節目內容。
當百花盛開、暖風吹拂的美麗季節來臨，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相偕蒞臨東京迪士
尼度假區，與迪士尼明星一同在此度過笑容滿盈的度假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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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東京迪士尼樂園「迪士尼復活節」◆
特別娛樂表演「兔耳蛋大脫逃！」
演出地點：遊行路徑
演出時間：約 45 分鐘（每日 2～3 場）
演出人數：約 90 人
花車總數：7 台

正當迪士尼明星忙著準備復活節彩蛋，以迎接復活節來臨時，一顆顆彩蛋竟然長出
兔耳朵，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兔耳蛋」，東逃西竄地躲到園區的各個角落了！於是，迪
士尼明星紛紛拿起大型吸塵器、捕蟲網、兔耳蛋探測儀等工具，以一身「捉蛋師」的裝
扮，與兔耳蛋展開一段熱鬧逗趣的追捕劇。
迪士尼明星與兔耳蛋互動的可愛模樣，將在這場由 7 台花車及繽紛多樣的遊行車所
構成的全新表演中展露無遺，並於遊行路徑掀起一連串歡樂旋風。演出中遊行隊伍將會
暫停，並由迪士尼明星、舞者邀請遊客協助捕捉兔耳蛋。當兔耳蛋們在演出末尾紛紛落
網，意外事件告一段落時，他們蠢蠢欲動的頑皮模樣彷彿預告著這段你追我跑的復活節
歡樂意外尚未結束……。
歡迎遊客前來一睹這場充滿驚喜、不同以往的全新遊行表演，與迪士尼明星一同度
過妙趣橫生的迪士尼復活節。
【遊行表演內容】
花車區間主題
兔耳蛋大脫逃！
復活節的意外事件就此揭幕
全體總動員！
第2幕
米奇率領捉蛋師們大展身手
第1幕

第3幕

東躲躲、西藏藏！
兔耳蛋在復活節花園大玩捉迷藏

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布魯托
米奇
桑普、邦妮、
布雷爾兔、黃兔子瑞比、
白兔先生
奇奇、帝帝（※）

第4幕

天羅地網不放過！
美妮搭上熱氣球由空中搜尋

美妮

第5幕

SOS！
唐老鴨在咖啡廳陷入危機

唐老鴨、
母雞 Clara Cluck

第6幕

追蛋也要追流行！
時刻追求最佳造型的黛絲們與兔耳蛋

黛絲、克莉絲、
牛媽媽克拉貝兒

第7幕

看我的祕密道具！
高飛與麥克斯使出兔耳蛋探測儀

高飛、麥克斯（※）

第8幕

平安落幕？！
哈茱蒂與胡尼克成功圍捕兔耳蛋

哈茱蒂、胡尼克

※ 奇奇、帝帝將搭乘三輪遊行車；高飛、麥克斯將搭乘小型花車登場。

街頭娛樂表演
「迪士尼復活節」期間，下列街頭娛樂表演將推出特別版本為遊園時光增添樂趣。
街頭娛樂表演
東京迪士尼樂園大樂隊
鋼琴腳踏車
Roundup & Play
Fun Maintenance
Welcome Flower Band
Zip ’n’ Zoom Guided Tours

演出地點
世界市集&小圓環
西部樂園
遊行路徑、園區各處
正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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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蛋尋寶遊戲～找找兔耳蛋～」
好奇心旺盛的兔耳蛋們到底跑到哪兒去了呢？東京迪士尼樂園全新推出的體驗型
節目「彩蛋尋寶遊戲～找找兔耳蛋～」將邀請遊客加入捉蛋師的行列，循著專用地圖上
的目擊線索在園區尋找兔耳蛋。順利完成遊戲的遊客，皆可在終點獲得獨家貼紙 1 份。
歡迎遊客蒞臨園區後踴躍索取節目專用地圖（免費／僅提供日文版），與家人、好
友齊在春光明媚的園區體驗唯此僅有的尋蛋樂趣。

園區裝飾
今年首度登場的「兔耳蛋」將歡樂點綴園區各處，令春季景致更添趣味。
於園區入口，遊客將可透過情境裝飾目睹兔耳蛋自復活節彩蛋製造機誕生後脫逃至
園區的瞬間，以及好奇心旺盛的兔耳蛋們於園區盡情探索、玩耍、搗蛋的可愛模樣。此
外，迪士尼明星追捕兔耳蛋，並與兔耳蛋歡樂互動的逗趣景象亦會成為照相景點，於灰
姑娘城堡前的圓環登場。
「迪士尼復活節」不可或缺的迪士尼明星造型彩蛋裝飾亦會增添新面孔。今年，迪
士尼電影《美女與野獸》中的茶煲太太與小茶杯阿齊，迪士尼・皮克斯系列電影《海底
總動員》中的尼莫與多莉，迪士尼電影《森林王子》中的巴魯、路易王皆會加入彩蛋行
列，與約 50 種不同樣式的迪士尼明星造型彩蛋藏在園區各處。

◆東京迪士尼海洋「迪士尼復活節」◆
特別娛樂表演「時尚復活節」
演出地點：地中海港灣
演出時間：約 25 分鐘（每日 3 場）
演出人數：約 115 人
船隻總數：5 艘
洋溢春天風采的「時尚復活節」將以春季時裝為主軸，呈獻由迪士尼明星與主題
海港時裝設計師們攜手合作的華美時尚慶典。
當慶祝春臨大地的優美旋律響起，來自美國海濱、失落河三角州、美人魚礁湖、
神祕島的時裝設計師們將乘船來到地中海港灣，揭開表演序幕。今年引領春季潮流的
亮眼焦點，是迪士尼明星與設計師們一同構思的「復活節兔耳帽」
。穿上華麗春裝的迪
士尼明星將紛紛戴著風格迥異、由兔耳朵可愛點綴的「復活節兔耳帽」登場，並且隨
著代表各主題海港特色的曲目踏起舞步，展現新裝魅力。
迪士尼明星穿戴的各款新裝相繼亮相後，求好心切的設計師們開始相爭起誰的作
品最搶眼。而當米奇提到「個性就是魅力」的觀點後，設計師們也逐漸發現並認同彼
此的優點。最後在煙火齊放中，迪士尼明星、設計師、舞者也會隨著融合了繽紛特色
的樂曲一同共舞，為這場歡慶春季來臨的盛大演出劃下華麗句點。
代表的主題海港

乘船登場的迪士尼明星
美國海濱
米奇、美妮、達菲、雪莉玫、傑拉多尼
高飛、麥克斯、鸚鵡 José Carioca、公雞
失落河三角洲
Panchito
美人魚礁湖
奇奇、帝帝、克莉絲
神祕島
唐老鴨、黛絲、史迪奇
※另有 1 艘載有時裝設計師們的船隻登場。
街頭娛樂表演
「東京迪士尼海洋濱海樂團」將換上華麗時尚的特製服裝於港岸公園演奏。
「趣味
清潔夫」亦會於美國海濱、失落河三角洲登場，以幽默演出散播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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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裝飾
地中海港灣及美國海濱皆會在鮮妍花卉、復活節彩蛋、復
活節兔耳帽等主題裝飾的妝點中，呈現春意盎然的迪士尼復活
節華麗景致。
地中海港灣今年將會設置全新照相景點，迎接遊客在此與
戴著「復活節兔耳帽」盛裝打扮的迪士尼明星裝飾拍照留念。
於美國海濱的港岸公園，則有圖樣靈感來自 7 座主題海港的

照相景點（地中海港灣）

復活節藝術彩蛋，以及裝滿繽紛花卉、復活節彩蛋的大型花
籃裝飾。

◆東京迪士尼樂園／東京迪士尼海洋◆
特別商品
東京迪士尼樂園將推出約 40 種「迪士尼復活節」特別商
品。商品不僅會以捉蛋師裝扮的迪士尼明星在園區追捕兔耳
蛋的可愛景象作為主題圖案，亦有兔耳蛋造型的玩偶、抱枕
等品項。此外，適合於戶外活動時使用的野餐墊、毛巾等商
品亦不容錯過。

玩偶
1,800 日圓

玩偶別針
1,300 日圓

於東京迪士尼海洋，娛樂表演「時尚復活節」裝扮的迪士
尼明星將成為約 35 種特別商品的設計圖案。迪士尼明星在伸展
台優雅闊步的模樣亦會印於 T 恤、票卡夾等商品，帶來春天活
力氣息。
T 恤 2,500 日圓
托特包 4,300 日圓

特別活動期間，2 座園區將共同推出多款造型取自兔子
或彩蛋的商品。
醒目又可令遊園時刻增添歡樂的兔耳髮箍今年將推出共
4 種顏色，並且另售多款可與髮箍自由搭配的髮圈等飾品。
能夠配戴在手腕、臀部或背包的兔尾巴造型裝飾亦會全新登
兔耳髮箍 1,300 日圓
髮圈等飾品 500 日圓等

場。歡迎遊客與家人、朋友選購，搭配出獨一無二的遊園裝
扮。同時，約 30 款迪士尼明星的彩蛋造型商品亦會上市，並

有迪士尼電影《動物方城市》的哈茱蒂、胡尼克，以及迪士尼・皮克斯系列電影《海底
總動員》的尼莫、多莉加入商品圖案。
此外，去年首度上市即廣受女性遊客喜愛的粉色系列商品，今年仍將會以桑普、邦
妮等可愛的迪士尼兔子明星作為設計圖案。品項不僅有服飾、提包等適合於外出活動時
穿搭的時尚商品，也將包含家居服、髮圈等日用商品。

※特別商品將自 4 月 3 日推出。
※桑普、邦妮的系列商品將自 3 月 18 日推出。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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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餐飲
東京迪士尼樂園的餐飲設施將紛紛推出色
彩繽紛、造型可愛的「迪士尼復活節」特別餐
飲，提供遊客趣味十足的用餐選擇。
於「東街咖啡餐館」登場的精緻全餐將添
加彩蛋、兔子等復活節要素，「甜心咖啡餐館」
則會供應雞蛋造型的三明治特別套餐，
「涼亭」
亦會以兔耳蛋作為手拿式小點心的造型靈感。
「莎拉奶奶的廚房」的特別套餐將會以創意十
足的裝盤設計，呈現猶如破蛋而出的美味料理。

「莎拉奶奶的廚房」
特別套餐 1,580 日圓

「甜心咖啡餐館」
特別套餐 990 日圓

此外，各式可選購蛋型紀念杯盤的特別餐飲也會於園區亮相。
東京迪士尼海洋將以一系列春意盎然且
充滿時尚創意的特別餐飲，美味點綴遊客的遊
園時光。
「尚比尼兄弟餐廳」將利用象徵復活節的
雞蛋作為主要食材推出特別套餐，「賽巴斯丁
加力騷廚房」則有使用櫻花色麵包的三明治特
別套餐。此外，賞心悅目的特製雞尾酒將於「比
「尚比尼兄弟餐廳」
特別套餐 1,580 日圓

「賽巴斯丁加力騷廚房」
特別套餐 990 日圓

爾藤壺小吃」
、
「尚比尼兄弟餐廳」上市，多項
園區特別餐飲也會供遊客選購以復活節兔子作
為設計靈感的紀念杯盤。

※特別餐飲將自 4 月 3 日推出。

※特別商品、特別餐飲的內容可能不經預告而變更。商品數量有限，缺貨或售罄時敬請見諒。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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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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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附有不限使用時段的快速通行券，是暢遊 2 座園區時的不二首選。
於特別活動期間，東京迪士尼度假區假期套票除了有多款基本行程之外，更將限期
推出『2 つのパークで“うさみみ”つけて「ディズニー・イースター」を楽しむ 2DAYS／3DAYS』。
此套票數不僅分為 2 天或 3 天的行程，並且還贈送假期套票獨家「兔耳髮箍」。歡迎遊
客選購，盡情於 2 座園區歡享特別活動「迪士尼復活節」。
※「東京迪士尼度假區線上預約＆購票」網站：
https://reserve.tokyodisneyresort.jp/ （特別活動相關行程僅於日文版網站銷售）

◆迪士尼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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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會配
合「迪士尼復活節」的活動主題，推出一連串繽紛的活動內容與遊客迎接春天來臨。
3 座飯店的餐飲設施將會供應滿載春季色彩或是靈感源自迪士尼明星的特別餐飲。
同時，迪士尼大使大飯店、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另會為住宿遊客預備「迪士尼復活節」
紀念紙袋。捉蛋師裝扮的迪士尼明星與兔耳蛋互動的模樣躍然在大容量的紙袋上，既實
用又可愛。而特製房卡、紀念明信片等住宿紀念品更將會依飯店而有不同圖案設計。此
外，住宿遊客專享的尋蛋遊戲也會於迪士尼大使大飯店登場。

紀念紙袋

迪士尼大使大飯店
特製房卡

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
特製房卡

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飯店
紀念明信片

◆ 迪士尼度假區線 ◆
特別活動「迪士尼復活節」期間，單軌電車迪士尼度假區線將銷售紀念圖案周遊券
共 2 款，度假區總站亦會布置復活節彩蛋等主題裝飾迎接遊客蒞臨東京迪士尼度假區。

主題裝飾

紀念圖案周遊券

※圖片皆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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