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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球影城

DR

“世界首創＊! 顛覆至今為止的常識，次世代的遊行”

『環球奇觀晚間巡遊～Best Of Hollywood～』

於 5 月 17 日（四）隆重開幕！
本日首次公開遊行詳細情報！
全長約 600 米的光雕投影
在空間巨變的世界裡，享受被 360 度包圍的新體驗！

日本環球影城於去年 10 月 30 日所發表，世界首創＊顛覆至今為止的常識，次世代的遊行『環球奇觀晚間巡
遊～Best Of Hollywood～』將於 5 月 17 日（四）隆重開幕。
這項巡遊就如標題『環球奇觀晚間巡遊～Best Of
Hollywood～』在世界上擁有許多狂熱粉絲，以荷里活的
代表作品「哈利波特」為首、另外還有「迷你兵團」
、
「侏
儸紀世界」以及在園區新登場的「變形金剛」集結四個
完全不同電影的世界觀。不只有花車巡遊及舞者表演，
還有變化萬千的光雕投影，在壓倒性壯大的場面空間
裡，真實地重現各個電影場景。不像以往的巡遊只有眼
前景象的變化而已，在遊客周遭所有的空間將持續呈現
變化無限的景色，被壯觀的電影世界 360 度的包圍，完
全沉浸在那個世界裡，體驗世界首創的全新感動。
巡遊路線上經過的牆壁全長約 600 米，規模之壯大將大幅顛覆您對 “巡遊” 的概念。往牆壁打上光雕投
影，最大 8 米以上園區自豪的花車也將登場，為您呈現無法預測的全新感覺及超越想像的體驗。
本公關文將公開『環球奇觀晚間巡遊』的全貌。

＊巡遊路線設置體驗者全員都可看到的光雕投影（全長 587 米），而且巡遊花車也設有光雕投影的戶外巡遊，敝社針對世界
排名入場人數在前 70 位的主題樂園/遊樂園的巡遊路線所調查的結果。（調査期間 2017/9/5～2017/9/19）
＊擁有無線通信技術可同時間掌握移動中的巡遊花車，及達到所有巡遊區域中的視覺及聽覺情報同步變化的系統，敝社針對
世界排名入場人數在前 70 位的主題樂園/遊樂園所調查的結果。
＊有變形機械人的巡遊。敝社針對世界排名入場人數在前 70 位的主題樂園/遊樂園的巡遊(常設 1 年以上)所調查的結果。

『環球奇觀晚間巡遊』4 個知名電影的概要

（登場順序）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裡壯觀的魔法世界”
世界名著「哈利波特」的世界，將以蒸汽上揚魄力十足
的霍格華茲特快列車為首。和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學生一
起觀賞刺激展開的魁地奇比賽，在大廳裡遭遇魔法訓練，
周圍突然巨變，催狂魔飛舞陷入極度深淵！一次次壓倒性
的魔法體驗，將帶您前往深刻感動的世界裡。

『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們令人振奮的戰鬥場景”
場景變為高樓大廈聳立的大城市，帶您前往在各國擁有
狂熱粉絲的「變形金剛」的世界裡。擁有將高樓大廈吞
噬而進的破壞力的鑽洞獸，大黃蜂和麥加登的對戰將逼
近眼前！讓人不禁屏息，魄力十足的變形，展開超過 8
米高的龐大規模的戰鬥。

『侏儸紀世界』
“體驗與震撼感十足的恐龍相遇”
突然！被茂密熱帶雨林所包圍的遊客，將被丟入到那個有
活生生的恐龍棲息的「侏儸紀世界」裡。響亮的警鐘聲、閃
爍的警報燈…還有從柵欄裡逃出的猛獸們！！從背後逼近
的是會發出震耳欲聾咆哮聲、散發出憤怒的巨大肉食恐龍
暴龍！帶您進入一觸即發，不能逃出的極限緊張空間裡。

『迷你兵團』
“迷你兵團的瘋狂派對”
在世界超人氣的電影裡擔任主角，園區陽光的人氣卡通人
物，迷你兵團們最正的瘋狂表演，終於出現在迷你兵樂園以
外！閱覽迷你兵團的歷史，還有享受在 Agnes 三姐妹最喜歡
的遊樂園「Super Silly Fun Land」異想天開的世界裡。遊客
將與 DJ 迷你兵一起在被色彩繽紛的光線所包圍的空間裡，
舞蹈、歡笑盡情的享受在這瘋狂派對的時間。

巡遊的概要
■巡遊花車順序：哈利波特 → 變形金剛 → 侏儸紀世界 → 迷你兵
■巡遊花車全長：約 520 米
■遊行時間：約 55 分
■光雕投影投影面：牆面全長約 600 米
■巡遊花車最重：約 25 噸
■最大遊行花車：高 8 米以上 ■巡遊花車總數：15 台
■表演舞者：約
100 名
■參與製作人數：1,000
人以上
『環球影城夜間奇觀遊行』4
つの名作映画のコンセプト
（登場順）
■參與製作的國家：日本／美國／加拿大／英國／波蘭／法國／西班牙／奧地利

『環球奇觀晚間巡遊』 特別觀賞席區域入場用的 Check in pass
在這壓倒性場面的空間裡，可以盡興觀賞到遊行的 Check in pass 將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四)開始發售，詳細
情報請參考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僅日文)。
日本環球影城的大型投資項目除了 2018 年的『環球奇觀晚間巡遊』以外，還有以 2020 年東京奧運開幕前為
開園目標，投資超過 600 億日圓的「SUPER NINTENDO WORLD」等大型投資，今後也為了提供遊客世界最好的
娛樂項目，將持續努力。
『環球奇觀晚間巡遊～Best Of Hollywood～』的「變形金剛」「侏儸紀世界」「迷你兵」是由企業行銷夥伴-Art
Corporation 株式會社所贊助。
HARRY POTTER characters, names and related indicia are © & ™ Warner Bros.Entertainment Inc. Harry Potter Publishing Rights © JKR. (s18)
Despicable Me, Minion Made and all related marks and characters are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of Universal Studios. Licensed by Universal
Studios Licensing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 TOMY
「 トランスフォーマー」、
「 TRANSFORMERS」 は株式会社タカラトミーの登録商標です。
TRANSFORMERS and all related characters are trademarks of Hasbro and are used with permission. © 2018 Hasbr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Hasbro.
TM & © Universal Studios & Amblin Entertainment

日本環球影城不只是國內遊客也是眾多海外遊客所造訪的地方，今後將以娛樂界的地標為目標前進。在「將世
界最好呈現給您」的強烈信念下，日本環球影城除了荷里活的人氣電影之外，把世界上各種人氣娛樂項目及品牌
的主題以非常真實的方式呈現在遊樂設施及表演項目當中，遊客也可以盡興的享樂於季節活動中，日本環球影城
提供世界最高品質的娛樂，讓前來的遊客製造出世界最棒的回憶。
自2001年開幕以來不斷的創新，近年來除了有獲得超高人氣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外，還有飛行在「侏儸紀
公園」區域的飛行式乘車遊「飛天翼龍」，再來還有超人氣區域「迷你兵樂園」在這裡有像迷你兵們一樣超越想
像“瘋狂”的「迷你兵團調皮百厭乘車遊」等等，接續推出世界最一流的娛樂饗宴，不斷的進化、成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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