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環球影城 

今年萬聖節大翻新！ 

迎迎接接““萬萬聖聖節節新新時時代代””！！  
今年史上前所未有*1 的 

「「環環球球驚驚喜喜萬萬聖聖節節」」 

新型遊樂設施陸續登場！ 

將於 2018 年 9 月 7 日(五)～11 月 4 日(日)每日舉辦*2 
 

  日本環球影城自 2002 年開始以萬聖節為主題展開季節性活動，在萬聖節期間日本年輕人已發展成喜好

變裝而影城也日漸發展成『變裝聖地』的景點。今年迎接第 17 年，盡情狂歡的方式與以往的萬聖節大為

不同。除此之外還建立『萬聖節新時代』的「環球驚喜萬聖節」將於 2018 年 9 月 7 日(五)至 11 月 4 日(日)

展開季節性活動，以萬聖節活動為核心的遊樂設施再度升級，影城還提供史上前所未有的娛樂項目也將陸

續登場! 

 

  今年新登場，顛覆了以往的驚悚遊樂設施的概念，也能滿足成熟女性想要的時尚慾望，所有體驗過的遊

客都感受到奪魂快感，刺激你的腎上腺素和以令人屏息以待的『大人萬聖節』，和小孩一起全家人從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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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晚一整日嗨翻整個『又恐怖又可愛的萬聖節』。全新驚聲尖叫遊樂設施及新殭屍陸續登場，超出令人無

法想像的恐怖體驗『驚聲尖叫萬聖節』以及帶給所有遊客三種不同的盡興方式！ 

※１日本環球影城「環球驚喜萬聖節」史上新型萬聖節・活動內容多數登場。 

※２「萬聖驚魂夜」將於 2018 年 9 月 8 日(六)～11 月 4 日(日)舉辦 

■影城首次登場、體驗淒美及恐懼的『大人萬聖節』 

目前為止未見過的黑暗恐怖迷宮的世界中，就讓自己成為故事裡的成員，可以體驗到一種新型的恐懼感， 
另外『阿爾伯特酒店』也將登場。此外，淒美又可怕的吸血鬼登場的『血腥傳說』及各式各樣的幽靈出沒
在腐朽的幽靈船為舞台的『沉默幽靈船』等，前所未有的恐怖令人毛骨悚然，遊客將被這世界觀的幽美所
感動，陶醉在扭曲的藝術世界裡，體驗淒美又恐怖的世界。 
 
■從早到晚，全家同樂『又恐怖又可愛的萬聖節』 
小小兵和影城的夥伴們變身成有點可怕又帶點可愛的怪獸，充滿元氣十足樣子只有在這個時期才能遇到。
最令小朋友人興奮是，白天的狂熱『慶祝遊行』及活力地大聲喊出「Trick or Treat（不給糖果就搗蛋）」的
口令並用全身接住如噴泉般掉落的糖果，夜晚則有首次舉辦的『環球奇境又恐怖又可愛的夜晚』，全家大
小從早到晚都能享受萬聖節的歡蹦亂跳裡！ 

 

■新殭屍連續出沒，更加恐懼逼迫的“驚聲尖叫萬聖節” 

可說是影城萬聖節代名詞的驚聲尖叫的體驗又再度升級為”最恐怖”登場。今年每個區域都會出沒不同

可怕的街頭殭屍，夜裡的街頭上蠢動大量的殭屍，聚集園內各處跳起精湛殭屍舞的『殭屍群舞』，並吆喝

旁邊的遊客一起靠近來跳舞，驚喜不斷氣氛達到最高點。被殺人魔與魔鬼追逐，遊客的選擇將成為生存的

關鍵，影城裡具備了各種各樣的尖叫恐怖體驗。 

 

<参考資料> 
遊樂設施一覧： 

萬聖節 驚魂之夜「大人萬聖節」 

  影城首度登場，讓遊客能自身成為故事的一員置身其中的

恐怖。 

華麗酒店為背景，遊客自行打開門與登場的人物交談，並

且目擊事件發生，就像成為登場的人物一員置身其中的恐

怖體驗，影城原創，首次出現可完全置身其中的恐怖體驗

型，推翻你的想像力體驗前所未有的恐懼。 

※需另行收費 

  

華麗的休息室和照相區，影城唯一的高級體驗。 

可優雅體驗大人萬聖節的華麗休息室。 

特殊條件的人才可入場，並進入無與倫比的華麗空間，可

盡情享受最棒的“大人”照相區和品味雞尾酒。 

※需另行收費 

  

首次影城出現，不應發出聲音的無聲恐怖迷宮。 

被詛咒的幽靈船為舞台，新登場的恐怖迷宮，如果發出聲響，身

體就會被幽靈抓走，必須屏住呼吸，逃離可怕的幽靈，讓人緊張

的沉默幽靈迷宮。 

驚悚迷宮 

Albert Hotel 

 

Lounge＆照相景點 

Albert Hotel 

休息廳＆拍照地點 

 

驚悚迷宮 

沉默幽靈船 
 



 

 

 

 

  

淒美又恐怖的吸血鬼的房子裡感受恐怖故事真實體驗。 

遊客們將目睹尋求人類鮮血和傳說中恐怖的吸血鬼住

處。以 4D 的環境讓遊客體驗幽美又極其恐怖的世界。 

又恐怖又可愛萬聖節 

  

 

來吧，雀躍不已，舞動身體，世界狂歡遊行！ 

繽紛的色彩遊行車搭配興致勃勃的音樂，世界嘉年華在熱

鬧繁忙的遊行中展開，在大量泡泡和紙屑飛舞不自覺隨著

音樂擺動身體，令人神清氣爽！絕不能錯過和萬聖節裝扮

的影城夥伴一起狂歡，情緒達到 MAX 的狀態。 

 

 
【特別區域】 

又可怕又可愛 

小小兵 

瘋狂派對區 

 

眼前出現的是令人震撼的 360 度遊行車和舞台。又恐怖又可愛的

小小兵們也將一同登場娛樂饗宴，體驗不可思議令人不可預料的

瘋狂派對中。 

※需另行收費 

街頭秀 

超歡樂不給糖就搗蛋 

 用全身接住如噴泉般掉落的糖果吧！ 

最令小朋友人期待的就是「Trick or Treat（不給糖果就搗

蛋）」和變身成為“又恐怖又可愛”的怪獸夥伴們一起狂

歡吧。配合音樂充滿活力地大聲喊出「Trick or Treat（不給

糖果就搗蛋）」的口令，糖果宛如噴泉般讓小朋友忙著接

不完。 

※『超歡樂不給糖就搗蛋』由 UHA 味覚糖所贊助。 

 
萬聖節的環球奇境，讓全家大小從早到晚都能享受萬聖節的愉快氣氛！ 

環球奇境的萬聖節，色彩繽紛萬聖節的裝飾下，和變身“又恐怖又可愛”的

EOMO,SNOOPY ,Hello Kitty 一起歡蹦亂跳吧。 

 

  

園區首次點燈直到晚上仍歡蹦亂跳！ 

環球奇境的夜裡再進化，欣賞園區內首次的夜間萬聖裝飾

的照明，和牆壁上都會浮現出現有趣的萬聖節場景。充滿

精彩，有趣又可愛，讓小朋友與全家大小同樂，毫無疑問

地享樂在色彩繽紛的環球奇境中。 

萬聖驚魂夜 「驚聲尖叫萬聖節」 

恐怖娛樂 

街頭殭屍 

ホラー・エンターテイメント 每個區域都會遭遇到新殭屍，一個前所未有的地獄繪圖一

同驚聲尖叫吧！ 

今年狂野的馬戲團、染毒的患者、腐爛的海賊及凶暴的金

剛等新殭屍接連出沒。史上最糟的殭屍地獄在各區域大量

的出沒。遭遇從未見過的超真實殭屍肯定讓你嚇破膽，殭

屍讓遊客們驚心動魄一起準備好尖叫吧! 

 

  鬼形怪状的殭屍們一起狂歡群舞！ 

最嶄新的狂熱氣氛，殭屍舞蹈娛樂滿點！ 

街頭上大量殭屍將會跳起精湛的殭屍群舞，今年竟然將遊

客捲入其中。在緊張的世界觀被鬼形怪狀的殭屍包圍共

舞，完全全新的狂熱體驗必因前所未有的恐怖之夜感到興

奮。 

環球奇境 
又恐怖又可愛萬聖節 

夜間娛樂 

環球奇境 

恐怖可愛夜 

恐怖娛樂 

殭屍群舞 
 

遊行 

慶祝遊行 

恐怖劇場 

血腥傳說 



  掉入最夯的恐怖電影「陰兒房 鎖命亡靈」的世界中吧！ 

完全呈現出在美國造成廣大迴響的超人氣恐怖電影「陰兒

房 鎖命亡靈」的情節，看似毛骨悚然的獨棟房子裡，目

擊與恐怖亡靈的鬥爭，下一個可能就是你...... 

 

【DVD 銷售信息】 

「鎖命亡靈」 

今年秋天 藍光＆ＤＶＤ發布・數位同時發布（預定）  

銷售・銷售出處：索尼影視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 2018 Sony Pictures Worldwide Acquisi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用自己的力量戰鬥、選擇方法、生死攸關，最新型態的任

務型驚悚迷宮 

遊客將遭遇到許多生死攸關的道路，困在藥物所污染的異

形怪物巢中，或是被丟到猖狂的地獄而被失去自我的怪物

緊迫追趕的環境中，遊客必須自己選擇破解任務才能生存

的新迷宮將登場。 

恐怖劇場 

貞子 

～被呪咒的遊樂設施～ 

ー 

冷不防地詛咒的恐懼 唯一的日本恐怖遊樂設施 

像往常一樣正常運作的遊樂設施，這天突然一變，被貞子

詛咒而陸續出現了異常運作以及奇怪現象。你也將體驗貞

子的詛咒。 

驚悚迷宮 

鬼娃儀式 ～恰吉瘋狂醫院～ 

 
故事背景在醫院，殘忍的殺人魔恰吉再度甦醒！ 

那場恐怖的謀殺遊戲再度展開序幕。 

變得更殘酷更兇狠的恰吉，將病患切割，解體！無時無刻

到處在緊迫氣氛，捲入真實感不自在的刺激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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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8071802 

TM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8 Sony Pictures Worldwide Acquisi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8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2「貞子３D」製作委員会   

 TM & © Universal Studio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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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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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lin@jatcontents.com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2 號 6 樓之 3  

TEL: (02)2568-4778  FAX: (02)2567-9846 

驚悚迷宮 

陰兒房～鎖命亡靈〜 
 

驚悚迷宮 

適者生存  ～亡者森林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