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一同觀賞、體驗、共享fun 不完的作品，齊聚同樂！

「東京電玩展 2017」
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攤位精彩看點介紹
① 將舞台活動昇華為「開心綻 fun 的全新娛樂」！
與會場和全世界共享舞台的活絡盛況！
② 從人氣系列最新作品到眾所矚目的新作品，共展出超過 60 部作品！
而 Nintendo SwitchTM 平台作品與 VR 作品等話題 fun 作亦將帶來許多驚喜。
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總公司︰東京都港區，代表取締役社長︰大下聰）將在 2017 年 9 月 21 日（四）
～24 日（日）
（21 日、22 日為商務洽談日／23 日、24 日為一般公開日）於幕張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東京電玩
展 2017」參與展出。

① 將舞台活動昇華為「開心綻 fun 的全新娛樂」！
與會場和全世界共享舞台的活絡盛況！
本公司在全世界的多元平台上推出諸多人氣角色，並不斷提出「A new
type of fun」之概念，而本次則將展示攤位的概念定義為「876GOLDEN
HOUR」。透過本次的舞台活動，將舞台視為全新的娛樂場所，讓會場及全世
界的觀眾一同體驗盛況，並「共享」這段時間與感受，提出宛如觀賞電視節
目般自在，能輕鬆享受遊戲樂趣的新型態。
於主舞台將會有 4 組主持人輪番上陣，帶來各式各樣的舞台活動，炒熱
現場氣氛。此外，為攤位增色不少的展場接待人員也將帶來「876 遊戲女王大
決賽」
，透過事先投票選出挑戰者，以及預測贏家等方式，在展期開始之前便
炒熱舞台活動的氛圍。除此之外，作為全新嘗試，將會邀請王牌示範銷售員
到場，在專用顧客 LIVE 舞台與主舞台的活動之間，穿插發表遊戲的「作品介
紹 LIVE 秀」
。專家將靠著絕妙話術與肢體表演，以魅力十足的方式發表各式
作品，敬請期待其展現絕活的精彩場景。
當然，為了讓全世界的廣大玩家共享會場中的熱情，也將藉由 YouTubeTM
與遊戲串流網站 Twitch，進行附加英文與繁體中文同步翻譯的現場轉播，並
於事後發布影片。

② 從人氣系列最新作品到眾所矚目的新作品，共展出超過 60 部作品！
TM
而 Nintendo Switch 平台作品與 VR 作品等話題 fun 作亦將帶來許多驚喜。
③

在本次參展中，家用主機遊戲與手機遊戲共計將展出超過 60 款作品（包含舞台、試玩，以及影片形式展出的作品）
。
其中能體驗到諸如《噬神者》開發團隊一手策劃的全新作品《CODE VEIN 噬血代碼》
、於家用主機遊戲及手機遊戲領域
都在日本海外擁有廣大人氣的《七龍珠》系列最新作品《DRAGON BALL FighterZ》
、新作品《刀劍神域 奪命凶彈》以
及《巨影都市》等深受各年齡層玩家喜愛的遊戲，請盡情享受將作品世界觀發揮到極致的遊戲魅力。手機遊戲方面，則有
去年發表的 UGC（使用者原創內容）計畫《Project LayereD》之最新進展，以及活用以 HTML5 為核心之技術，由提供網
頁遊戲服務的新公司 BXD 帶來之發表等，將陸續為大家介紹各式嶄新 fun 作。除此之外，會幫忙清理手機的展場接待女
僕亦將在攤位上登場。誠摯歡迎各位蒞臨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攤位。
除了主攤位之外，在 Family Game Park 也將展出 Nintendo SwitchTM 平台的數部作品。此外，在索尼互動娛樂的
PlayStation(R)攤位上，也將展出新的《夏日課程：新城千里》
，並且還能在 HTC 攤位上體驗到於今年 7 月開幕的「VR ZONE
SHINJUKU」中大獲好評的《ARMORED TROOPER VOTOMS Battling D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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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捲全世界的大型作品令人目不暇給！家用主機遊戲軟體參展作品

※僅列舉一部分

《CODE VEIN 噬血代碼》
（PlayStation(R)4（以下簡稱 PS4）、XboxOne、PC／預計 2018 年發售／價格未定／
日本・北美・歐洲・亞洲）
由《噬神者》開發團隊一手策劃的全新作品。遊戲舞台為已崩壞的近未來世界。吸血鬼（復
生者）在眾多強敵與危機環伺的迷宮中，與自己的隊友「搭檔」一同迎接挑戰，屬於
戲劇性探索動作 RPG。即使處於令人絕望之情勢，只要與搭檔同在，就能帶著強烈動
機迎向挑戰，在同心協力突破困境的過程中，交織出全新的冒險故事。
《DRAGONBALL FighterZ》
（PS4、XboxOne／預計 2018 年初發售／價格未定／日本・北美・中南美・歐洲・亞洲）
透過 2.5D 手法呈現的超高端動畫表現，以及在地上與空中炸裂的超高速對戰，打造
出前所未有的《七龍珠》正統派對戰格鬥遊戲。遊戲中極力追求動畫《七龍珠》的表
現，能體驗到宛如動畫人物自己動起來般的生動對戰。此外，對戰採用 3 對 3 的團隊
戰鬥，可透過掌握角色之間的屬性契合度來編組團隊，享受發揮戰略性策略的樂趣。

《刀劍神域 奪命凶彈》
（PS4、XboxOne、PC／預計 2018 年發售／未定／日本／日本・北美・歐洲・亞洲）
為《刀劍神域》遊戲系列的最新作品。以原作、動畫的人氣篇章：槍之世界《Gun Gale
Online》為舞台，是系列作中首部射擊 RPG 遊戲。能透過豐富多樣的武器、使用鋼索
移動的高速動作，在槍聲轟隆作響的世界中展開冒險故事。此外，還能體驗到線上玩
家之間的對戰、共同戰鬥等嶄新樂趣。

《巨影都市》
（PS4／2017 年 10 月 19 日發售／8,200 日圓＋稅／日本）
本作品由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絕體絕命都市》系列創作者九條一馬所
屬之 Granzella 合力製作，打造出全新的「SF 生存動作冒險遊戲」
。作品中將有來自《超
人力霸王》系列、
《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系列、
《卡美拉》系列、
《機動警察》系列、
《哥
吉拉》系列的各種巨影登場。玩家將化身一介小市民，縱橫於各式非日常事件之中。

《空戰奇兵 7：未知天際》
（PS4、XboxOne、PC／預計 2018 年發售／價格未定）
《空戰奇兵》自 1995 年發售以來，系列作累積出貨量已突破 1400 萬部，本作便為該
系列的最新作品。玩家在本作品中將化身王牌駕駛員，在講究真實天空質感的畫面空
間中，於感受速度感的同時，實現 360 度的自由飛行，並體驗擊落敵機、突破眼前困
境的爽快與成就感。
※支援平台、發售時期資訊、價格相關事宜皆為針對日本國內發布之內容。

■萬代南夢宮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攤位參展概要

・商務洽談日
︰9 月 21 日（四）、22 日（五） 10:00～17:00
・一般公開日
︰9 月 23 日（六）、24 日（日） 10:00～17:00
・會場
︰幕張國際展覽中心（千葉市美濱區中瀨 2-1）
・一般展示攤位
︰5 號展示館
・Family Game Park ︰1 號展示館
○東京電玩展特設網頁
http://tgs2017.bandainamcoent.co.jp/
○官方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bandainamcoentertainment
○官方twitter帳號
@bnei876

※「太鼓之達人 合奏咚咚咚！」僅於商務洽談日開放試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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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
（C）バードスタジオ／集英社・フジテレビ・東映アニメーション （C）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
（C）2016 川原礫／ＫＡＤＯＫＡＷＡ アスキー・メディアワークス刊／SAO MOVIE Project （C）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
（C）カラー （C）円谷プロ TM & （C）TOHO CO., LTD.
（C）HEADGEAR/BANDAI VISUAL/TOHOKUSHINSHA
（C）１９９５ ＫＡＤＯＫＡＷＡ 日本テレビ 博報堂 （C）１９９６ ＫＡＤＯＫＡＷＡ 日本テレビ 博報堂 富士通 日販
All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associated with the manufacturers, aircraft, models, trade names, brands and visual images depicted in this game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and used with such permissions.
(C) 2004 - 2015 EPIC GAM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real, the circle-U logo and the Powered by Unreal Technology logo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pic Games, In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trueSKY™ Copyright (C) 2015 Simul Software Ltd.
(C) BANDAI NAMCO Entertainment Inc.
※新聞稿之資訊皆為發表日當時之內容。發表後亦可能未經預告而逕行變更，敬請見諒。
※「PlayStation」以及「PS4」為索尼互動娛樂股份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Nintendo Switch 為任天堂的註冊商標。
※使用遊戲服務時，需另行負擔封包數據費用。
※畫面皆為開發中的內容。
※亦有部分舞台不參與舞台活動海外 LIVE 轉播，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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