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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日本夸耀全世界的 6 大人气娱乐品牌！
『UNIVERSAL COOL JAPAN 2017』
受世界 24 多个国家欢迎的

「名侦探柯南」以真实逃脱游戏形式首次登场！

成为柯南王牌，挑战解开谜题吧！
2017 年 1 月 13 日(五)～5 月 28 日(日)
日本环球影城推出以「名探侦柯南」为主题的真实逃脱游戏『名探侦柯南 THE ESCAPE』
，从日本发迹优
良的“COOL”的 6 大娱乐品牌结聚一堂，藉由日本环球影城独特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超高度的重现能
力，以宏伟的规模展开能够让人真实体验幻想世界的各项游乐设施，『UNIVERSAL COOL JAPAN 2017』将
向全世界发送日本的魅力。

「名侦探柯南」首次加入『UNIVERSAL COOL JAPAN
2017』。2016 年迎接 20 周年，春天公开的「名侦探柯南
～纯黑的恶梦～」是系列作品中拿下最高纪录 60 亿日圆
票房营收的作品，在 20 多个国家受到广大人气的娱乐品
牌。

『UNIVERSAL COOL JAPAN 2017』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五)～2017 年 3 月 12 日(日)期间举行
『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而影城内在 2017 年 1 月 13 日(五)～2017 年 6
月 25 日(日)举行『哥斯拉 THE REAL4-D』、『新世纪福音
战士 XR 乘车游』、『进击的巨人 THE REAL 4D 2』以及
『怪物猎人 THE REAL』
，『名侦探柯南 THE ESCAPE』则
是在 2017 年 1 月 13 日(五)～2017 年 5 月 28 日(日)期间限
定举行。

影城独创的故事情节以及真实的现场表演让你享受从未体验过的临场感和成就感！
『名侦探柯南 THE ESCAPE』将各种艰难事件现场的故事，结合日本环球影城的各种技能忠实呈现出「名
侦探柯南」的世界，与柯南和服部平次等超人气的角色一起解开事件的谜题，是一个从困境中尝试逃出的
逃脱游戏。
游客为了解除凶恶组织所设定的定时炸弹，必须由现场留下的各种迹象挑战推理整个事件经过。拯救柯
南面临的危机，互相协助解开谜题的独创故事，以及真实的在你面前出现那些超人气的角色所带来迫力十
足的演出等，融合道地的现场表演，也只有日本环球影城才能实现，体验从未体验过的临场感和解开谜题
的达成感。
【活动设施】 STAGE18
【设施类型】 真实逃脱游戏
※体验『名侦探柯南 THE ESCAPE』必须另外购票。票务信息将于官方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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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单凭血肉之躯逃离逼近眼前的巨大使徒，真实临场感令人超兴奋！『新世纪福音战士 XR 乘车游』
1995 年第一次上映就引发一起社会现象，超过 20 年来人气不衰减，造成轰动的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
进化成世界首创的乘坐式游乐设施『福音战士 XR 乘车游』登场。坐在乘坐物的游客可 360 度巡视忠实呈现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世界中，被车体前后左右旋转，以猛烈的速度逃离突如袭来的巨大使徒。

『新世纪福音战士 XR 乘车游』是一款乘坐型游乐
设施。坐上翻转模式无法预测的座椅，沉浸在「新
世纪福音战士」的真实世界里，用身体来感受奔逃
的恐怖及跃动感。飞车特有的重力体验，加上以同
步处理技术呈现乐园所精心打造的 360 度原创 3D 影
像,令人身陷魄力十足的战士及使徒间的战斗，来宾
肯定会被这不可思议的临场感所震撼！
【活动设施】 太空幻想列车
【设施类型】 乘坐设施

＜关于 XR 乘车游＞
『Universal Cool Japan 2016』时，导入世界首创的游乐设施『凯莉葩缪葩缪 XR 乘车游』
。广受各世代喜爱
的 XR 乘车游，是凭借日本环球影城的技术及创造力所开发而成，让人能亲身体感超现实体验的乘坐型
游乐设施。利用视觉及听觉效果，带领人走入另一个空间的 VR(虚拟实境)，获得压倒性的进化。在眼前
展开的世界，以及疾驰的飞车带来的重力等感受为首，将主题乐园特有的刺激感，完美同步呈现，刺激
六感＊1。360 度放眼望去尽是不同的世界，以超震撼的临场感，遭逢巨大的敌人，或是以令人无法置信的
高度垂直下降等等，可以享受各种超乎想象的惊人体验。
＊1

六感=以重力感受为首，只有娱乐设施才能带来因刺激感而生的各种感受。

和身长 118.5 公尺的「哥斯拉」间，临场感爆表的争斗！『哥斯拉 The Real 4D』
世界各地展开 31 项系列作品，持有吉尼斯世界纪录＊2，先前上映的「正宗哥斯拉」已突破超过 77 亿日圆
收入的畅销纪录，代表日本的「哥斯拉」
，以 4D 游乐设施，『哥斯拉 The Real 4D』作为初登场。
『哥斯拉 The Real 4D』是一款 4D 影像游乐设
施。以令人震撼的力量为傲，在街头游走四处破坏
的「哥斯拉」将和来宾进行一场对峙，亲身体感超
具魄力的战斗场面。远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以及
令粉丝们深深为之折服，
「哥斯拉」那巨大且令人震
撼的存在感，绝对能让来宾们惊愕不已，并为那壮
烈的战斗场面所狂热！只有在日本环球影城才看得
到的原创剧情，让来宾享受前所未有的兴奋感。
【活动设施】 4D 影院
【设施类型】 影像娱乐・表演
＊2

2014 年被世界纪录认定「最长篇电影」

看着眼前超大型巨人铠甲巨人的激战，体感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进击的巨人 The Real 4D

2』

『进击的巨人 The Real 4D 2』
，拥有 60 公尺高巨大身躯的”超大型巨人”，和以压倒性力量为豪的”铠甲
巨人”初登场，展开激烈的战斗，而被卷入其中的游客，将体感至今不曾有过的 4D 影像娱乐设施。和阻挡
在面前的巨人对峙的绝望感，以及为了存活下去，和巨人相对抗的紧迫感，尽情享受一场唯有在日本环球
影城才能体验的超真实战斗经验。
单本贩卖数创下 6,000 万以上的纪录，在贩卖当
时也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前几名，在世界上受
到高度评价的「进击的巨人」
，现在游客可以完全进
入到「进击的巨人」的世界，挑战与巨人之间的搏
斗。对峙眼前耸立的巨人的绝望感，以及为了生存
必须与巨人对战的紧迫感，是只有日本环球影城才
能体验到的真实战斗。
【活动设施】 4D 影院
【设施类型】 影像娱乐设施

真实能狩猎到具有超强震撼力的怪物！『怪物猎人 THE REAL』
『怪物猎人 THE REAL』是藉由日本环球影城拥有的所有能力去忠实呈现出「怪物猎人」的世界，游客置
身在狩猎型全景式戏院中体验狩猎一只与游戏中超过 30m 等身大的怪物。陷入「怪物猎人」世界的游客面
前现身等身大的怪物感受惊吓同时也真实体验攻击怪物时地超强震撼所带来的感动。
宽度 43m 的巨大荧幕所呈现的「怪物猎人」竞技场
里将新登场「怪物猎人」系列里为了记念 10 周年所架
设的网站「怪物猎人排行榜」上「最喜欢的怪物排行(古
龙种编)」中堂堂获得第一名的 “岚龙”，以及在新
作游戏中「Monster Hunter Double Cross」以新样貌现身
的等身大“巴尔法尔克”。游客自身担任调查怪物的
书士队，挑战２只扑身而来攻击的怪物。
【活动设施】 STAGE18
【设施类型】 狩猎型全景式戏院

另外，这次「最喜欢的怪物排行榜(古龙种编)」中，
紧接在“岚龙”后的第 2 名的“麒麟”『等身大麒麟』
也将首次登场！游戏内也是神出鬼没的“麒麟”以等
身大的样貌出现在眼前的那种兴奋与感动，那一刻的
表情绝对能成为珍贵回忆。

今年冬天，大阪城将变身为娱乐特区 ，『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
*3

『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是在『Universal Cool Japan2017』2016 年 12 月 16 日(五)~2017 年 3
月 12 日(日)期间限定*4 的世界首次*5 高质量战国现场表演秀。
在重要古迹*6「大阪城」上进行极具震撼力的光雕投
影，战国时代的武者们将在宽 36m 的壮观舞台上，雄壮
的开战，将会发射数百发豪华绚烂的烟火，真田幸村的
气魄及勇敢、那超乎想象华丽壮观的演出，以及极具魄
力的特殊声光效果，是一场最令人感动且兴奋的体验。
更将于西之丸庭园内以壮观的「大阪城」为背景，打造
出仿战国时代乐市乐座造型的夜市，货真价实的夜市店
家鳞次栉比。让莅临现场的来宾，彷彿穿越时空来到战
国时代，体验前所未见的规模，以及高质量的战国娱乐
演出。
※『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是由 JTB 西日本株式会社所赞助
※这个「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为大阪市促进大阪城 PMO 事业的一环。
*3

作为日本环球影城，展开『战国 The Real at 大坂城』压倒性规格的娱乐设施的公告
*4
有除外日
*5
自社调查: 「城×极具震撼力的光雕投影秀」的高质量战国现场表演秀为世界首次登场
*6
正式「特别史迹大阪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