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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售罄的超人氣活動將更加等級提升！

園區史上首次！全年活動將可以在一夜裡享受
豪華、興奮的新除夕倒數派對即將誕生！

春、夏、萬聖節、聖誕節，園區全年的人氣活動將大集結至一晚裡！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
「派對入場券」將於明日搶先發售！
日本環球影城將於 2018 年結束之際推出特別活動『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
除夕）午後 7 點開始直至新年開始 2019 年 1 月 1 日（二・元旦）凌晨 2 時止舉辦。

符合一年結束之際以 3000 枚以上色彩鮮豔的煙花（高空煙花）閃耀夜空，還有豪華的倒數瞬間及超人氣娛
樂設施 26 小時無限次任坐，是博得廣大人氣的一日限定特別活動。去年的入場券早早已售罄，展現出空前盛況
的這項活動，今年將更加等級提升變身為“新除夕倒數派對”。除了有每年慣例的倒數計時豪華陣容外，今年也
將推出園區史上“一夜限定的特別版季節性活動”。園區的一整年將濃縮在一日裡，將更加特別更加豪華的為遊
客呈現在這一年裡只有一次的特別日子裡。
『新除夕倒數派對』是從 2018 年裡在園區裡舉辦過的各個表演娛樂項目裡，嚴選出可以代表各季節的活
動，作為“一夜限定的特別版本”推出。

今年春天改版推出後就廣受好評的街頭表演及園區夏季以水和雪興奮展開的季節性活動“UNIVERSAL ヘン
ザップ SUMMER”裡的「迷你兵團雪花派對」都將一同登場。另外還有園區自豪最恐怖的季節性活動“萬聖驚魂
夜”裡，今年陸續登場的新喪屍們也將參戰。一夜限定的“喪屍群舞”，遊客將被捲入興奮的漩渦裡。
除此之外“環球奇幻聖誕節”的光之感動、
『環球奇幻聖誕樹』及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魔法界裡展開的城
堡表演『霍格華茲魔法之夜』也將可一同享受到。

由左開始，今春首次登場的街頭表演『尼特羅舞團』
，夏季的參與型街頭表演『迷你兵團雪花派對』，今年萬聖節新登場的參與型街頭表演『喪屍群舞』
。
※圖像為示意圖。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概要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一）營業時間
2019 年 1 月 1 日（二）營業時間
上午 9:00
下午 5:00
晚間 7:00
上午 2:00
晚間 9:00
一般營業時間
園區清場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
一般營業時間
可憑 12 月 31 日前有効的
僅能憑「派對入場券」入場。於隔日 憑 1 月 1 日有効的各種「園
各種「園區入場券」入場，
1 日（二）晚間 9 點前可重複入場。 區入場券」可於凌晨 2：00 入
但至下午 5 點園區清場。
包含「全年影城入場券」在內的各種 場 。 也可 憑「 派對 入 場券 」
「派對入場券」不可入場。
入場券都不可入場。
入場。
※因天候因素有可能導致演出內容的變更。
※根據不同時間部份遊樂設施有可能暫停營運。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的票種及價格
售完即止！請儘早購買！
★今年也將推出可以於格拉梅西公園(Gramercy Park)的特別座位觀賞倒數瞬間的「VIP 區域入場券」！
此劵可於派對時間裡自由進出 VIP 區域及園區，推薦給想盡情享受在倒數派對的遊客。
名稱
價格
單券販賣

套票販賣

「派對入場券」（※1）

11,852 日圓（含稅 12,800 日圓）

「派對入場券」
+「特別 Express 門票」

19,260 日圓（含稅 20,800 日圓）～

「派對入場券」
+「特別 Express 門票」+「特別觀賞區入場券」（※2）

24,815 日圓（含稅 26,800 日圓）

「派對入場券」
+「特別 Express 門票」+「VIP 區域入場券」（※3）

26,667 日圓（含稅 28,800 日圓）

「派對入場券」
+「特別觀賞區入場券」（※2）+「倒數計時派對自助餐」

25,278 日圓（含稅 27,300 日圓）

以上價格成人、小童、長者一律適用。同行的 3 歲以下幼兒可免費入場。各種票券都是售完即止。
※1「派對入場券」的有效期間於「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開始後，直到 1 月 1 日的晚間 9 點止共計 26 小時。
※2 可以於特別觀賞區裡欣賞倒數瞬間
※3 可以於 VIP 區域裡觀賞倒數瞬間
詳情請確認日本環球影城官網（僅限日文官網）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販賣日期‧地點
日期
販賣地點
搶先發售
LAWSON Ticket Prerequest
9 月 12 日（三）～
Yahoo!Ticket

一般販賣
9 月 14 日（五）～

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日文頁面)www.usj.co.jp
LAWSON（l-tike.com）
Yahoo!Ticket
日本環球影城合作飯店（部分除外、僅對入住旅客發售）

※契約旅行社（部分除外）
『環球除夕倒數派對 2019』是由合作企業「株式會社 NTTdocomo」所贊助。
※各種票券的販賣地點，會有不經預告而變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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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 & © 2018 Sesame Workshop
© 2018 Peanuts Worldwide LLC
© 1976, 2018 SANRIO CO., LTD. APPROVAL NO. EJ8083002
TM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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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本環球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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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最棒呈現給您」的強烈信念下，日本環球影城除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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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飛行式雲霄飛車「飛天翼龍」，再來還有超人氣區域「迷你兵團樂園」在這裡有像迷你兵
們一樣超越想像“調皮百厭”「迷你兵調皮百厭乘車遊」等等，將接續推出世界最棒的娛樂饗宴，不斷的進化、
成長。
＊

＊

＊

日本環球影城聯絡窗口（媒體報導刊登用）
日本環球影城(USJ Co., Ltd.) 香港推廣事務所
業務代表黃上雯Ms. Peggy Wong
Email: peggywong@jtrweb.com
Direct line: (852) 6874-2585
香港九龍灣宏光道 8 號創豪坊 7 樓 15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