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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狂欢的白天 !! 尖叫不断的夜晚 !!
高潮迭起的刺激，释放您的激情，让您做回最真实的自己

“环球惊喜万圣节”
史上最大规模耀世登场！
2013 年 9 月 13 日（周五）～11 月 10 日（周日）

日本环球影城将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周五）起限期举办为期 59 天的秋季盛会“环球惊喜万圣节”。一天之内
可体验两种终极兴奋——“狂欢派对与尖叫不断”的万圣节活动，将以史上最大规模激情呈现给游客。

“万圣惊魂夜”
（2013 年 9 月 13 日（周五）～11 月 10 日（周日）期间，每周五、周六、周日、周一以及 10 月 31 日（周四）
的 18 点～闭园

举办）

在“环球惊喜万圣节”期间，每周五、周六、周日、周一以及 10
月 31 日（周四）自 18 点起，除好莱坞区的天篷下和“环球奇境”以
外的所有区域，将瞬间变成惊悚的影城，史上最多的僵尸将在此出没。

占领约 90%的 影城、队列长达 1ｋｍ的僵尸数量，
足有去年的 3 倍！不仅是僵尸与士兵激战的地区，或随时遭受
僵尸突袭的地区，影城各处将被不同的惊悚与恐怖所占据，把游客的
尖叫等级引爆至极限。万圣节活动史上最恐怖的惊悚影城即将出现，
令您无法再做平时的自己。
※画像はイメージです。

不仅如此，今年还将有新的恐怖登场！影城内的人气娱乐设施和餐厅，将受
到连好莱坞都为之震撼的“贞子”之怨恨的诅咒，令游客陷入无比的恐惧之中。
此外，
去年首次登场，并以其恐怖俘虏了众多游客的传奇娱乐设施也被全新升级，
成为“面具杰森魔的血餐厅 2”和“木乃伊 3： 盗墓迷城 3 ～ 龙帝之墓 ”。
随着前所未有的恐怖体验，今年将自正午开始掀起一波接一波的尖叫狂潮。

无尽恐怖的“万圣惊魂夜”，令您惊叫不停的终极体验。
在“万圣惊魂夜”活动举办期间，日本环球影城一到 18 点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有大量僵尸出没、到处充满恐怖、
尖叫声不绝于耳的惊悚之地。

① 数量增至去年 3 倍之多的街头僵尸袭击人类！突然起舞！
数量增至去年 3 倍之多的僵尸们占领了公园 90%的领地，它们不仅在街头四处徘徊，甚至还入侵至游乐设施、
商店、以及餐厅。有时，僵尸们一边排起列队，一边伴着那首名曲“惊悚（Thriller）”突然地舞动起来，占据约
1km 的街道。影城内不同区域，恐怖的主题各异。僵尸们有时偷偷向游客靠近，有时又凶残地信手操起手边的家伙
试图胡乱袭击游客，四处都充满着不绝于耳的惊叫声。目击僵尸疯狂袭击游人一幕的游客，不由地被“或许下一个
受害者就是我”这种恐惧感紧紧笼罩，也一起发出阵阵尖叫。
② 受到“贞子”的怨恨之诅咒的游乐设施
连好莱坞都为其飘渺如幻的身姿所震撼的“贞子”，对五大游乐设施和一家
餐厅下了诅咒。全新的恐怖体验即将拉开帷幕。利用好莱坞的电影技术，日本环
球影城创造出独有的环境，配上日本人独特的“诅咒”表演手法，唤醒深不可测
的恐怖，让恐惧与不安的指数瞬间冲至顶峰。
受到“贞子”诅咒的游乐设施和餐厅：
“大白鲨”、“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The Ride）”、“终结者 2:3D”、
“太空幻想列车（Space Fantasy The Ride）”、“烈火雄心（Back draft）”
和“幸福·咖啡”
③ 100%令恐怖惊悚迷满意、面具杰森魔归来！“面具杰森魔的血餐厅 2”
*
去年，博得恐怖惊悚迷满意度高达 100% 、能够体验电影“黑色星期五”中所描述的惨绝人寰的恐怖的游乐设
施“面具杰森魔的血餐厅”应众多游客的一致好评而再度登场。电影公映至今虽已 30 多
年，但仍堪称为血腥恐怖电影的巅峰之作。进入这部不朽名作的世界，亲眼目击在“水
晶湖的露营区”所发生的惨剧，体验最惊心动魄的尖叫感受。今年将更甚于去年，游客
完全不能预测面具杰森魔将从何处来袭，陷入被苦苦追逼的浓浓恐惧，尖叫嘶喊到唇焦
舌燥。
*

2012 年度日本环球影城调查

④ 被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折磨到最后的最后的“木
乃伊 3： 盗墓迷城 3 ～ 龙帝之墓”
以电影“木乃伊”
（原名“The Mummy”
）系列作品
中的雄伟虚拟世界为主题，运用顶级 SFX 技术和音响系
统的完美空间演绎，以精湛的技术再现被掩埋于埃及沙
漠中的城市遗址。今年将更以堪比极度惊悚、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表演，
让游客发出前所未有的尖叫嘶喊。
⑤ 生还率几乎为 0%、超划时代的射击型生存惊悚游乐设施“生化危机·现实版”
此设施自 7 月 19 日开放以来，连日好评如潮。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为止，生
还率还依然是 0%！运用环球影城工作室引以为豪的电影技术，再精心配以灯光、音
响、气氛营造，打造出充满“生化危机”独特紧迫感的世界。在此，由活跃在全球
的惊悚创造者所制作的宛如原作般栩栩如生的僵尸和怪物，将不断向游客袭来。
游客们一边使用模拟手枪击退僵尸，一边体验“极限生存”
。该模拟手枪与采用
了在全球的警察和军队中获得高度评价的射击系统的手枪形状相同，而且颇具厚重
感。

★ 使用“万圣惊魂夜”专用的 EXPRESS PASS(快速通行券)加速您的惊叫体验！
为了使您更加酣畅淋漓地体验接二连三的惊悚刺激和不绝于耳的尖叫嘶喊，我们将特别对外发售附带“万圣惊
魂夜”游乐设施的“环球快速通行券”。
推荐您事先通过日本环球影城官方网站、或罗森（Lawson ticket 网址：http://l-tike.com/ 或罗森便利店内
的 Loppi 自主终端设备）购买。

“万圣节惊魂夜”概要
节目

举办日・时间

街头僵尸

万圣惊魂夜举办期间随时

幸福·咖啡（贞子餐厅）

万圣惊魂夜举办期间随时

受到贞子诅咒的“大白鲨”、“侏罗纪公园之旅（Jurassic
Park The Ride）”、“终结者 2:3D”、“太空幻想列车

万圣惊魂夜举办期间随时

（Space Fantasy The Ride）”
、
“烈火雄心（ Back draft）”
面具杰森魔的血餐 2

万圣惊魂夜举办日

12：00 起开放

木乃伊 3：盗墓迷城 3~龙帝之墓

万圣惊魂夜举办日

12：00 起开放

生化危机·现实版

万圣惊魂夜举办日

12：00 起开放

※万圣惊魂夜的游乐设施，根据惊悚等级的不同部分设有年龄限制。

“嘉年华大巡游”
在已成为秋季影城之惯例的、集结全球狂热盛典的嘉年华大巡游中，表演者们会向沿路的游客抛洒五彩缤纷的彩
珠项链作为礼物，这一在美国被称为“忏悔星期二”的传统表演每年都备受好评。今年，彩珠项链的数量多
达 140 万条（活动期间总数），约达去年 3 倍！大量的彩珠项链，每天都会填满整个影城的上空。拼
命伸长手臂想要抓到项链的游客的激情将空前澎湃，掀起万圣节活动史上最汹涌的狂热漩涡。100 多名身着艳丽衣裳
的表演阵容、节奏激昂的拉丁音乐的现场演奏、绚烂华丽的 12 辆彩车（移动式舞台），将游客卷入无尽狂热的漩涡。

★ 万圣节独有享受！变装狂欢的“星探嘉年华”全新亮相！
能争取到在
“嘉年华大巡游”
演出机会的娱乐项目
“星探嘉年华”
，
在纽约区的格拉梅西公园（Gramercy Park）全新亮相。为了让您纵
情体验并享受那种完全异于平日的解放感和激情感，
请您一定不要错
过尝试变装活动！
既可以选择别出心裁独一无二的装扮抓住星探的眼
球，也可以选择简单的装扮与动漫角色和表演者们一起狂欢，都能够
让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自我，更加狂热的享受此刻。
“星探嘉年华”活动由 ART CORPORATION 株式会社提供赞助。

“嘉年华大巡游”抓取飞舞秋空的彩珠项链！直达狂热、兴奋的巅峰！
以全球的传统节日为主题的三大单元、和游客参演的单元，将狂热的激情推向高潮！
9 辆花车向游人精彩呈现世界公认的三大著名传统节日的盛景（意大利的
“威尼斯的面具客”、 美国的“新奥尔良的忏悔星期二”、以及巴西的“里约
热内卢狂欢节”）。公园的人气动漫角色们，身着象征各个国家的特色盛装，和
着轻快的节奏跳起充满活力的欢快舞蹈。
① 今年将达 3 倍！抓取嘉年华大巡游惯例的彩珠项链，引爆极限狂热！
每天 1 次，从好莱坞区至纽约区的约 40 分钟缓缓走过掀起阵阵狂潮的嘉年华大
巡游，将在中途停留 4 处，吸取“忏悔星期二”的传统要素之精华，抛洒五彩缤纷
的彩珠项链向游客献礼。其数量为 140 万条（活动期间总数），高达去年的 3 倍！
在抓住秋空中闪耀夺目的多彩彩珠项链的瞬间，游客们的狂热与兴奋将被推向最
高潮！
② 万圣节独有的享受！变装活动更推狂欢热潮！
能争取到在“嘉年华大巡游”中的演出机会、今年首次举办的 “星探嘉年华”，
将在纽约区的格拉梅西公园（Gramercy Park）全新亮相。为了让您纵情体验并享受那
种完全异于平日自我的解放感和激情感，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尝试各种变装活动！既可以选择简单的装扮与动漫角
色和表演者们一起热闹狂欢，也可以选择别出心裁独一无二的装扮，如果风采动人魅惑全场，将被星探发现，受邀作
为掀起影城狂潮的一员，参加嘉年华大巡游。出色赢取邀请卡的变装游客，将参加活力四射的以变装舞会为主题的活
动单元的表演，进一步点燃沿街游客的狂热激情。

今秋，
“环球奇境”让孩子们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可让一家大小享受一整天的家庭园区“环球奇境”，无论在任何季节都是一派热闹的景象。今秋，除了深
受欢迎的“飞天·史努比”和“Hello Kitty 梦幻蛋糕杯”等设施外，园区还换上了杰克南瓜灯（妖怪南瓜）
、
蝙蝠和糖果等以万圣节为主题的独特新装。在万圣节到来期间，在这多彩可爱的卡通角色的世界，将限期举

办能够遇见万圣节特别装扮的动漫角色之活动“奇境·Trick or Treat”*！动漫角色分别藏
身于 7 扇门后。孩子们只要在门前充满活力地大声喊出“Trick or Treat（不给糖果就捣蛋！
）
”的口令，身着
万圣节装扮的可爱动漫角色就会送上糖果作为礼物。孩子们可以把一只手伸入糖果篮里，尽情地抓取糖果！遇
见装扮异于平日的动漫角色的那份惊喜、大把抓取糖果的那份欢愉，孩子们将在这里绽放最灿烂的笑容。今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娱乐项目。
*“奇境· Trick or Treat”活动的参加对象是小学生以下的儿童。7 扇门中，仅有“Hello Kitty 的蝴蝶结·收藏”未设年龄
限制。

“奇境·Trick or Treat”
在“环球奇境”，捕捉孩子今秋最绚烂的笑容。
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能快乐地享受一整天的家庭园区“环球奇境”，将于万圣节期间限期举办“奇境·Trick or
Treat”活动。只要充满活力地大声喊出“Trick or Treat（不给糖果就捣蛋！）
”的口令，就会有绚烂糖果装扮
的动漫角色们从 7 扇门中纷纷登场，给孩子们送上糖果作为礼物。孩子们的小手里抓满糖果，将能体验到万圣
节独有的快乐。糖果的抓取规则为单手抓取一次。您定能捕捉到您孩子绽放最美笑容的精彩瞬间。
*“奇境· Trick or Treat”活动的参加对象是小学生以下的儿童。7 扇门中，仅有“Hello Kitty 的蝴蝶结·收藏”未设年龄
限制。
* 如果成人游客购买 Elmo（芝麻街·艾摩）的南瓜型“奇境· Trick or Treat”水桶（￥800 日元）
，则可以任意体验任何大门。

从食物到商品，充满各种“不可思议！”的万圣节。

在万圣惊魂夜的举办日期间，有包括输血袋中的“僵尸之血”
（￥600 日元、餐饮卡）、被一刀剁下的“解
毒剂”（￥600 日元、餐饮卡）
，其中装有注射器内的用以防止受到僵尸感染的解毒剂，以被僵尸咬断的手
指为灵感而制作的热狗“被咬断的手指” （￥600 日元、餐饮卡）
、以及“沾满鲜血的面具杰森魔·面具”
（￥600 日元、餐饮卡）等，无论外观还是品名都让人忍不住要惊声尖叫的商品缤纷亮相。

僵尸之血

被咬断的手指

解毒剂

沾满鲜血的面具杰森魔·面具

商店里出售约 200 种万圣节限量版商品。可爱的万圣节装扮的动漫角色阵容豪华。此外，“嘉年华大
巡游”中所不可或缺的“口哨”
（￥700 日元）也是向您热力推荐的商品，将会让您更加活泼热闹地度过
充满欢乐的“嘉年华大巡游”
。另外，装扮成木乃伊的史努比的玩偶等仅在日本环球影城出售的特色商
品，也会更加提升万圣节的热闹气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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