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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奇幻聖誕節』

300 萬人次 感動流淚
“世界最頂尖 ”的聖誕節現場表演秀
*1

※2

『天使的奇蹟』系列
開演第 10 年的今年，終於將迎接大結局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五） 開幕
於「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推出的
『霍格華茲魔法之夜』也將升級於同日解禁
日本環球影城每年廣受好評的季節性活動『環球奇幻聖誕節』，將於 2018 年 11 月 9 日（五）から 2019 年 1 月
6 日（日）舉辦。

於 2008 年推出以來，將感動送達給 300 萬人次*1，獲得多次“世界最頂尖※2”殊榮及榮獲世界評價的聖誕節現場
表演秀『天使的奇蹟』系列，開演第 10 年的今年，終於將迎接大結局。觀眾可以體驗到以深刻情感所激發出的奇
蹟故事和盛大的演出及感受到接種而來感動的聖誕節現場表演秀的演出，終於今年將迎接最終回。
另外於「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今年也將壓倒性的升級後推出象徵冬季魔法界的夜晚城堡秀『霍格華茲魔法之
夜』。於 2014 年區域誕生以來，最大的冬天魔法即將登場。另外白天裡還有以超人氣的小小兵所演出的“瘋狂”
聖誕節表演『小小兵聖誕瘋狂派對』。超人氣的區域「小小兵樂園」也將於區域誕生以來初次於整體區域內點綴
上聖誕節吊飾，可以一整天和小小兵們瘋狂享樂的“黃色聖誕節”。在一切都是“特別的冬天”請盡情的享受在
只有現在才可以體驗到的日本環球影城的聖誕節。

■300 萬人次*1 感動流淚“世界最頂尖※2”的聖誕節現場表演秀
『天使的奇蹟』系列開演第 10 年的今年，終於將迎接大結局
『天使的奇蹟』系列於 2008 年登場以來，10 年間推出三個故事
以及獲得多次“世界最頂尖※2”殊榮，故事系列累積 300 萬人次感
動流淚的聖誕節現場表演秀今年終於將迎接大結局。於今年將度過

第 10 年的『天使的奇蹟Ⅲ ～The Voice of an Angel～』在娛樂業界
以世界最棒的娛樂饗宴於「2017 IAAPA BRASS RING AWARDS」獲
得最優秀獎，是世界最頂級的聖誕節表演秀。色彩豐富壯觀的光雕

投影，投影在同一面的舞台上，在優美的音樂裡將為您獻上在聖誕
夜裡親子深刻情感所激發出的奇蹟感動故事。表演秀的高潮，伴隨
著天使飛舞在空中釋放出壯大的煙火(演出用煙火)點亮夜空，同時
也將點亮以世界最頂級※2 光輝自豪的『奇幻聖誕樹』，將比去年使

※圖片為去年場景

用更多的裝飾燈更加輝煌閃耀。在不管是誰都會屏息的壯大演出裡，將可以體驗到強烈的感動。請盡情的享受在將是最
後一年的壯麗聖誕節娛樂饗宴裡。
■『天使的奇蹟Ⅲ～The Voice of an Angel～』
＜舉辦地點＞紐約區-格拉梅西公園
＜舉辦次數、時間＞約 25 分鐘 1 日舉辦 1~2 回※舉辦次數及開始時間根據日期而有所不同
※『天使的奇蹟Ⅲ ～The Voice of an Angel～』是由合作企業「株式会社 EDION」所贊助。
※『奇幻聖誕樹』是由合作企業「株式会社三井住友銀行」所贊助。

＜『天使的奇蹟Ⅲ～The Voice of an Angel～』特別觀賞區＞

為了更能享樂表演秀的效果，販售 2 種特別觀賞區票券。更被具有震撼力的光輝和音樂環繞的區域，必能更加深和身
旁最重要的人度過的感動時光。
價格

・特別觀賞區（頂級席）
・・・3,056 日圓（含稅 3,300 日圓）～
・特別觀賞區（一般席）
・・・1,204 日圓（含稅 1,300 日圓）～

販售日期

2018 年 9 月 27 日（四）～售完為止

販售地點

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僅限日文官網）
Yahoo! Ticket、LOWSON HMV（LOWSON Ticket 網站）
、
合作飯店、影城購票窗口以及部分商店

觀賞地點

格拉梅西公園中央的特別觀賞區（紐約區）

※Yahoo! Ticket、LOWSON HMV（LOWSON Ticket

網站）只有預購票，無販售當日券。

＜聖誕節限定的『環球特快入場券 ～冬季專屬～』即將登場＞
除了有販售以人氣遊樂設施『小小兵瘋狂乘車遊』等，可以縮短三種遊樂設施等待時間的「環球特快入場券」，也將
同時販售包含今年終於將迎接最終的『天使的奇蹟Ⅲ～The Voice of an Angel～』特別觀賞區的套票『環球特快入場券 ～
冬季專屬～』。推薦給想盡情享受在特別冬季裡的遊客。
＜價格＞6,019 日圓（含稅 6,500 日圓）～
＜販售日期＞2018 年 9 月 27 日（四）～售完為止
※詳情請參考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僅限日文官網）

■魔法界將被鮮豔色彩包圍，盛大的城堡秀
『霍格華茲魔法之夜』決定也將於今年冬季推出！
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裡去年大獲好評的城堡秀『霍格華茲魔法之
夜』將等級提升推出。霍格華滋魔法學院的學生將施展出各式各樣的
魔法，魔法界才有的表演將一次次的發生，將帶來魔法界的各式光景。
最後施展點亮強光的咒語『Lumos Maxima』，霍格華滋城的各個角落
都將散發出壓倒性的光輝，在人間界也未看過的光景將包圍著整個魔
法界，您也將被包圍在這感動裡。另外活米村也將被各式聖誕節裝飾
點綴，有『活米村聖誕樹』還有冬季限定菜單等，有許多只有在這個
季節力才能體驗的冬季魔法界體驗。請享受在就像第一次遇到魔法界
時的感動。

■『霍格華茲™魔法之夜』
＜舉辦期間＞2018 年 11 月 9 日（五）～2019 年 2 月 28 日（四）
＜舉辦地點＞霍格華滋城前
＜舉辦次數、時間＞約 10 分鐘※舉辦次數及開始時間根據日期而有所不同
※『活米村聖誕樹』的魔法體驗需要專門的「魔法魔杖」
※『活米村聖誕樹』舉辦日期於 2019 年 1 月 6 日（日）止
※『霍格華茲™魔法之夜』將於 2019 年 1 月 7 日(一)以後演出將變更部分內容。

■和小小兵們一起一整日瘋狂 “黃色聖誕節”！
「小小兵樂園」也將初次點綴聖誕節裝飾
超人氣的小小兵們以主題色“黃色“為首，將獻上以”黃色聖誕節
“為主題的瘋狂聖誕節。去年博得好評的娛樂表驗『小小兵聖誕瘋狂
派對』的演出將等級提升。熱鬧的音樂響起，只要穿著聖誕節衣飾的
小小兵們搭乘上遊行花車登場就是派對的開始。小小兵最喜歡的香蕉
及星星等，各式形狀的圖案將化為泡泡漂浮在空中，還有交錯在眼前
黃色的氣球等，遊客一個不經意就將被捲入小小兵們的”瘋狂“裡。
成為一體瘋狂地跳舞後，最後演出是以染上小小兵顏色”黃色“的驚
喜！不管是對大人還是小孩都是歡樂滿載的派對。另外超人氣的區域
「小小兵樂園」除了有區域誕生以來初次點綴上聖誕節裝飾外，還有
可以與穿著聖誕節衣飾的小小兵們相見的「小小兵特別表演」等，和
小小兵們一起瘋狂的整日享受在”黃色聖誕節“裡。
■『小小兵聖誕瘋狂派對』
＜舉辦期間＞2018 年 11 月 9 日（五）～2019 年 1 月 6 日（日）
＜舉辦地點＞遊行路線
＜舉辦次數、時間＞約 20 分鐘 1 日舉辦 1 回※開始時間根據日期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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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 年～2017 年（2011 年除外）的期間裡「天使的奇蹟」觀賞者累計數字（以期間中的來場人數敝社所實施的調查及包含根據園區營運基準為基礎的試算值）
※2：於主題樂園與常設娛樂設施之國際業界團體 IAAPA（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musement Parks and Attraction，本部：美國維吉尼亞州）主辦，是對於世界最棒的娛樂
饗宴所贈予的最高殊榮「2017 IAAPA Brass Ring Awards: Excellence in Live Entertainment」的「Best Theatrical Production: Annual Attendance over 3 million」
（舞台・戲劇製作部門，
年間累計三百萬以上的劇）裡獲得最優秀獎
※3：2018 年 1 月 8 日止於園區所展示的聖誕樹以「Most lights on an artificial Christmas tree /人工聖誕樹最多燈飾」獲得金氏世界記錄®認證。這是 2011 年到 2017 年止連續
獲得認證（57 萬 546 個，時間 2017 年 10 月 26 日）。
®

※金氏世界記錄 是 Guinness World Records Limited 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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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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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