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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球影城將於 6 月 30 日（六）舉辦夏季活動「UNIVERSAL ヘンザップ SUMMER」。除了有象徵園

區夏日，大量使用“雪”與“水”的娛樂饗宴『環球夏日祭典』外還加上每年廣獲許多遊客好評的『航海王盛夏』

也將於 7 月 6 日(五)開幕。從早到晚 1 整日與小小兵和 ONE PIECE 的草帽小子一行人一起水戰，沐浴在大量的雪

裡，與家人和朋友及園區裡的所有遊客一起舉起雙手盡情的享受在只有夏日才有的“ヘンザップ體驗”。 

另外配合夏季活動開幕，於 6 月 30 日(六) ｢小小兵｣及｢好奇猴喬治｣2 項新遊樂設施也將同時開幕。敬請期

待充滿需多新話題的夏季日本環球影城。 

 

 

 

 

 

 

 

 

 

 

 

 

 

 

 

 

 

“ヘンザップ”為「大家一起舉起雙手，自我解放」的創造詞。舉例來說足球比賽進球的瞬間，人們打從心底沈
浸的時候雙手自然的舉起。舉起手來＝自我身心的解放，情緒達到 MAX 的狀態。這不只是一個人，家人和朋友
們、再來還有園區的遊客，在那當下舉起手來的人越多越能體驗到其他地方不能享受到的貫策全身的完整趕及
爽快感，將能體驗到最棒的瞬間。這個體驗日本環球影城定義為“ヘンザップ” 

 

 

 

 

 

一起舉起雙手，將盛夏氣氛推到最高吧！ 
和小小兵及草帽小子一行人在大量的“雪”與“水”裡應戰！ 

大家一起舉起雙手，今夏最棒的“一體感”！ 

『UNIVERSAL ヘンザップ SUMMER』 
・雪＆水的瘋狂饗宴！『環球夏日祭典』 
・今年２大遊樂設施將究極進化 『航海王盛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六）～９月２日（日） 



＜UNIVERSAL ヘンサップ SUMMER 活動①＞ 

今年“雪”的量更加力量升級！區域及規模將完全不同！ 
家人一同舉起雙手，瘋狂大戰 
『環球夏日祭典』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六）～９月２日（日）舉辦 

在『環球夏日祭典』除了有象徵園區夏日的“水”以外，當

然今年“雪”的量也更加力量升級！區域及規模將完全不同，將

推出在盛夏裡充滿“雪”的娛樂饗宴。除了有每年慣例的『水花

驚喜遊行』另外還有由小小兵、芝麻街夥伴們和充斥大量雪的 2

大新娛樂饗宴也將一同登場。用連接表演的「噴水槍」盡情的噴

水，家人一同舉起雙手的話，身心也將超舒暢！全身濕透，盡情

的遊玩在只有這裡才有的瘋狂爽快夏日吧。 

 

 

■『小小兵雪花派對』 
可以和小小兵們在大量雪裡狂熱的盛夏瘋狂戰鬥『小小兵雪花派對』，

推出園區史上最狂熱的戰鬥。在格魯和小小兵們熱烈的加油中，瞄準靶用噴
水槍擊潰吧！大戰的得勝著興奮的舉起雙手，在炙熱的夏天裡竟然降下大量
的冰雪！一起來體驗盛夏的瘋狂戰鬥吧！ 

 
＜舉辦地點＞紐約區「蜘蛛俠驚魂歷險記- 乘車遊 4K3D」旁 
＜舉辦次數、時間＞1 天多次舉行（舉行時間・次數因日而異） 約 20 分 
 
■『芝麻街雪花瘋狂派對』 

和芝麻街的夥伴們一起用水槍瞄準標靶射擊，或是一起跳舞，盡情享受在“炙熱夏天”裡的“冰涼派對”，
讓盛夏降下“雪”來吧。大家一起舉起雙手齊心，盛夏的奇蹟一定會降臨!? 
 
＜舉辦地點＞stage18  ＜舉辦次數、時間＞1 天多次舉行（舉行時間・次數因日而異） 約 20 分 
 
■『水花驚喜遊行』 

園區的夏日名物，充滿“水”和“瘋狂”的水花驚喜遊行，今年更加狂熱、
更加濕透。除了有噴水槍的水戰外，還有在各處有大量的水從頭及背後澆灌而
下！瘋狂地享受在豪邁、爽快全身濕透的遊行裡，意識到時手已經自然的舉起
來了！ 
 
＜舉辦地點＞遊行路線／＜舉辦次數、時間＞1 天 1 場（預計 14:00 左右）約
45 分 

 

＜想要更加享受在水花驚喜遊行的話推薦「特別區域入場券」！＞ 

想要更加享受在園區裡演出的「水花驚喜遊行」的話推薦特別區域入場券。超乎想像的全身濕透，360 度都被
小小兵所包圍，體驗最狂熱的感動吧！ 

價格：大人／兒童／長者共通價格：1,204 日圓 (含稅 1,300 日圓) 

販賣日期：預計 6 月 5 日(二) ※販賣對象期間：7 月 28 日(六)～（販賣對象期間有變更的可能性） 
 

■『噴水槍』＆市集情報 

今夏除了有夏日的活動饗宴外，還有去年廣受好評的
『SUMMER・SPLASH・MARKET』等，及在園區各處活躍
的「噴水槍」（照片①）。有以小小兵和 Hello Kitty 的造型
及推薦給小孩的「水噴槍」（照片②）等豐富種類。入手夏
日不可或缺的裝備，不自覺的舉起雙手盡情享受吧！ 
 

 

 

 

 

① 

② 



＜UNIVERSAL ヘンサップ SUMMER 活動②＞ 

今年２大遊樂設施將究極進化！“只要舉起拳頭，就是夥伴了。” 
『航海王盛夏』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五）～９月３０日（日）舉辦 

更新日本漫畫初版的發行紀錄，漫畫單行本發行部數全世界累計發行 4 億 4 千萬本以上，再來還有以動畫也大受

好評的『ONE PIECE（航海王）』（原作：尾田栄一郎）為主題的『航海王盛夏』。今年『航海王盛夏劇場 2018』，

及『航海王夏日水戰』這 2 大主題將究極進化！包含主題餐廳，今夏從白天到夜晚與草帽小子一行人舉起手來狂

歡吧。 

 航海王盛夏劇場 2018  

去年滿意度獲得高達 99%(※1)擁有壓倒性臨場感的現場表演秀『航海王盛夏劇場』，故

事以阿拉巴斯坦篇展開，描寫草帽小子一行人與薇薇之間深藏在心中裡的熱血牽絆。以

在系列裡獲得首屈一指人氣的故事為主題，園區才有的獨創故事。精彩的戰鬥和結定牽

絆的 “那個名場景”將以驚艷的品質呈現。這場大型的娛樂饗宴將可以讓您感受到胸

口炙熱的興奮、狂熱及感動。 

 航海王夏日水戰  

手拿水槍，前進到覬覦秘寶的敵人本營裡吧！和“草帽海賊團”成為夥伴，與敵人展開

的激烈的水戰，今年將推出 2 個故事內容，航海王夏日水戰史上最多的海賊及海軍將登

場！與草帽小子一行人在與敵人激烈的水戰中舉起手來，盡情的感受只有在夏日才有的

全身濕透的快感吧。 

 香吉士的海賊餐廳  

每一年均完售，可以享受草帽小子一行人的廚師-香吉士的極品法式料理及熱情款待的

主題餐廳。草帽小子一行人的廚師-香吉士的餐廳，今年似乎有不尋常的氣息…！？小

丑巴其的陰謀，草帽小子一行人將迎來分裂的危機！為了夥伴們冷靜的應戰，變得更加

靠近、更加熱情充滿豐富表情的香吉士的熱情款待，身心都將被融化！？ 

 草帽海賊團宴會餐廳  

今年也將推出熱鬧氣氛滿載的宴會餐廳。茂密樹林的叢林間，

真實的熱鬧宴會，邊猛吃狂野的肉＆魚的餐點，邊和魯夫們一

起熱熱鬧鬧的來「乾杯」吧。可愛到受不了的「附有喬巴容器

的杯子甜點 草莓棉花糖果凍/蘇打果凍」（照片左側）也將登

場。 

 

■航海王盛夏 舉辦概要 

主題 航海王盛夏劇場 航海王夏日水戰 香吉士的海賊餐廳ン 草帽海賊團宴會餐廳 

舉辦期間 7 月 6 日～9 月 30 日 7 月 6 日～9 月 2 日 
6 月 1 日～9 月 30 日 

※6 月僅有六日 
6 月 26 日～9 月 30 日 

舉辦地點 水世界 水世界入口附近 Lombard's Landing 新發現餐廳 

舉辦次數 

・時間 

1 日 1 場（約 75 分） 

開場 18:45 開演 19:15 

1 日數次 

（根據日期而有所不同） 

①10:00～ ②12:00～ 

③14:00～ ④16:40～ 

⑤18:40～ 

根據營業時間而有所不同 

價格 
大人 1,980 日圓（含稅)～ 

兒童 980 日圓(含稅)～ 
- 

大人 4,980 日圓(含稅) 

兒童 2,550 日圓(含稅) 
- 

注意事項 
※大人(12 歳以上)、兒童(4～11 歲）。12 歳若為國小生則適用小孩票券價格。 

※舉辦日及票券、菜單等詳細訊息請參考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僅限日文） 

※1: 『航海王盛夏劇場 2017』的體驗者問卷調查（2017 年 8 月 5 日～2017 年 8 月 25 日）自社調查 

 

 

 



＜日本環球影城 夏季最新情報＞ 

｢小小兵｣及｢好奇猴喬治｣2 項新遊樂設施也將同時開幕！ 

大人小孩都能盡情享受的豪華陣容將齊聚一堂 
配合夏季活動開幕乘坐式遊樂設施『小小兵冰上瘋狂乘車遊』（暫定名稱）、劇場式遊樂設施『與好奇猴喬治

同樂』2 項常設遊樂設施將於 6 月 30 日(六)同步開幕。另外於 7 月 6 日(五)乘坐式遊樂設施『新世紀福音戰士 XR

乘車遊』也將期間限定復活，正是因為暑假園區集結了不管大人和小孩都能一同享受的豪華主題。其他還有於 5

月 7 日(四)開幕以來廣受好評的『環球影城夜間奇觀遊行～Best Of Hollywood～』、6 月 1 日(五)推出，於 2001 年

開幕以來首次更新的『水世界』等，綜合許多不同的最新遊樂設施，今夏請盡情的享受在日本環球影城裡吧。 

 

 

 

 

 

 

 

 

 

 

 

 

 

 

 

 

 

 

 讓夏日活動更加順暢及確實玩樂的『環球特快入場券』   

讓遊樂設施的等待時間縮短更能順暢體驗各項遊樂設施的『環球特快入場券』的夏季限定商品也將一同登場。以

超人氣遊樂設施為首，推薦想要更加盡情享受在園區的遊客。 

 

※販賣票種、販賣日、價格等詳細訊息請參考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僅限日文） 

 

  推薦給想要盡情享受在夏日樂園的遊客 1.5 日影城入場券  

從最新遊樂設施到期間限定活動，在夏季旅行裡想要盡情享受園區內的話，推薦以一日券的價格加上 3,000 日圓

（含稅）的「1.5 日影城入場券」。從抵達的 15：00 開始到關園，第二天可以從早玩到晚，除了可以體驗到許多

夏季活動外，也能享受到最新的夜晚主題夜間遊行『環球影城夜間奇觀遊行～Best Of Hollywood～』。 

 

■『1.5 日影城入場券』10,900 日圓（含稅） 

※可以完整享受 2 日的『2 日影城入場券』13,400 日圓（含稅）也持續販賣中。 

 

 

 

 

 

 

『小小兵冰上瘋狂乘車遊』（暫定名稱）

2018 年 6月 30日(六)開幕 
『與好奇猴喬治同樂』	

2018 年 6月 30 日(六)開幕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乘車遊』	

2018 年 7月 6日(五)復活 

『水世界』	
2018 年 6月 1日(五)改版 

『環球影城夜間奇觀遊行～Best	Of	Hollywood～』	

2018 年 5月 17 日(四)廣受好評舉辦中	
 



關於日本環球影城 

日本環球影城為 COMCAST NBC Universal 完全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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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的人氣電影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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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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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飛行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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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兵樂園」在這裡有像小小兵們一樣超越

想像〝瘋狂的″「小小兵瘋狂乘車遊」等等，將接續推出世界最棒的娛樂饗宴，不斷的進化、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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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環球影城聯絡窗口（媒體報導刊登用） 
 

日本環球影城台灣推廣事務所  
林佩妤 linlin15157@gmail.com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2 號 6 樓之 3  
TEL: (02)2568-4778  FAX: (02)2567-9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