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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つ折り

娛樂活動

E 歌舞伎之光
（僅限午祭）

敬請盡情享受使用最新技術將「傳統」與「革新」融合的豐富活動吧！

B 超級廟會

E-1 吉野花道

by NAKED

每踏出一步就會優美飛舞的櫻花花瓣。表
現出以吉野山中盛開的櫻花為靈感的奢華

數位體驗娛樂活動

道路。

B - 1 HYPER射擊
將自己的手作為槍，對準目標後大叫一聲

E-2 光景之奏

「BANG！」射擊獎品！擊中的話點數會增加

透過 CG 全像投影演繹，將歌舞伎所使用的

的新感覺射擊積分遊戲。
「貓咪大戰爭」中的

“音”升華為新的體驗。
『道行初音旅』的精

角色也可能會登場喔！

彩看點之一還在於靜御前，漫步在櫻花盛開
的吉野路上。一觸碰到全像投影中映照出的

B - 2 釣水球

樂器，她的眼前會出現不可思議的現象……

趕快來釣顏色各異、日式花紋不斷變化的不
可思議的水球吧！快要釣上來的時候會像饒

H 歌舞伎×AR 石川五右衛門

舌歌曲的 Yo! Check it out! 那樣「Yo! Yo!」
地情緒高漲。

∼南座唐破風之場∼

※共同開發：立命館大學映像學部 望月茂德研究組
（伊藤史穗 , 玉山優衣 , 渡邉夏海 , 西村魁峰）

B - 3 Oh!Maaaan!!!

（僅限午祭）

居然可以透過 AR 體驗南座及歌舞伎介紹！？
南座的破風之上，片岡愛之助扮演的大盜石

自己的臉變成廟會的棉花糖、或是被金魚迷

川五右衛門以 AR（擴增實境）登場！以當

住的備受矚目的鬼面照片展臺。你也許會忍

地人氣節目『樓門五山桐』南禪寺山門的場

不住大叫「Oh Man !!」

景為主題編寫新腳本的新感覺歌舞伎 ×AR
體驗。

何謂

擁有最古老歷史與傳統的劇場。在被稱為歌舞伎發祥地的京都四條河原，400 多年來不斷上演
以歌舞伎為首的風格多彩的娛樂節目。南座於 1996 年登錄為「有形文化財」並被指定為京都

南座？

市「歷史的意匠建造物」
，在經過長達 2 年 9 個月的抗震補強工程後終於在去年 11 月重新開幕。
保持歷史悠久外觀的同時將內裝設備進行全面更新。改造成了一間全年都向國內外發佈各種文
化資訊的劇場。

京都未來祭 2019
Supported by

午祭／夜祭

注意事項

飲食販售相關
在未來祭美食節、SUNTORY 飲料展臺及 SUNTORY THE PREMIUM MALT'S 神泡藝術購買飲食

※為了確保大家的安全請您做到：
為確保安全請勿在場內奔跑。 請勿讓孩子離開您的視線。 國小生請務必有國中生以上之同

時需使用專用飲食券。請至場內飲食券販售處購買。 飲食券僅在「京都未來祭 2019 午祭及

伴陪同。 場內除了吸菸室外皆為禁菸區。 遠離嬰兒車時請務必取走貴重物品及私有物品

夜祭」舉辦期間可以使用。 所購入之飲食券不可退貨。 飲食券嚴重破損時無法利用。

（包括伴手禮）
。 除輔助犬（導盲犬、導聾犬、肢體輔助犬）外，請勿攜帶寵物入場。 若給

被盜及遺失等本館概不負責。

其他客人造成不便或是基於安全考量可能會謝絕拍照、拍影片等行為。
※嚴禁如下行為：
客人之間轉讓交換票券類及與此相關之金錢往來

物品等的販售及陳列

分發宣傳單等

集

會、演說及商業目的之攝影等會給其他客人造成不便的撮影及公開播放 違反公序良俗或經判
斷給其他客人造成不適的服裝及可能給其他客人造成防範方面之誤認的服裝或刺青等會妨礙本
館運營之所有行為 冒充場內員工之行動或給其他客人造成不便之行為 黑社會及黑社會相關
者之入場
※關於展示物及攤販
各展示物及攤販可能會未經預告而中止。且無法退票。 在各展示物及攤販排隊等待時，請勿
做出危險行為、插隊等給其他客人造成不便之行為，及幫人代排隊之行為。 各展示物及攤販
有其要求與限制，請確認後再利用。
※其他注意事項
客人不小心引發之事故，本館概不負責。 可能造成其他客人等之不便時，或不配合場內員工
要求時可能會拒絕入場或請求退館。

主辦、製作、企劃：松竹株式會社
製作協力：ASOBISYSTEM 株式會社、株式會社 NAKED、株式會社船場、MIECLE 株式會社、
株式會社 Helo 等
特別贊助：SUNTORY 控股株式會社
贊

助：株式會社 e＋、PONOS 株式會社、日本菸草產業株式會社

後

援：京都府、京都市、京都商工會議所、京都市觀光協會、
京都市交通局、京阪電氣鐵道株式會社

宣傳協力：The Breakthrough Company GO

2019.5.12 (週日) - 25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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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座享受極致放鬆的

午祭

何謂夜祭？

夜祭

HIRUMATSURI

讓人感覺傳統與正式的和式空間到了夜晚
氣氛一變，為您帶來優質的夜生活。與午
祭相比，燈光更加昏暗，背景音樂也變成
了由 DJ 演奏的音樂。在普通的南座無法
想象的空間內盡情享受各種樂趣吧！

YORUMATSURI

A 納涼瀑布＆瀑布立體光雕

F

井筒八橋本舖

將融合傳統花火之美與以萬花筒為主題的光輝的數位花火
「FIREWORKS BY NAKED」
，每隔一段時間映照在使用歌舞伎技法「本
水」打造的「納涼瀑布」上，形成的「瀑布立體光雕」為人們帶來
夢幻體驗。
（演出：NAKED Inc.）

G

E

電梯

1F

A

井筒八橋本舖

伴手禮

SUNTORY THE PREMIUM MALT＇S

神泡藝術

作為京都未來祭限定的「隈取版」可享受到 SUNTORY
THE PREMIUM MALT＇S 的神泡藝術！

F
可在將會場內一覽無
遺的 2F 客席內悠閒地
盡情品嚐場內的飲食。

2F

虎屋茶寮

2F客席

伴手禮

C

電梯

C

虎屋

B 超級廟會

by NAKED

D

飲食券
販售處

HYPER射擊

B-2

釣水球

B-3

Oh!Maaaan!!!

隨身物品

寄存處

電梯

3F

Ploom TECH展臺
※詳細は裏面

還有這種展覽

入口

歌舞伎喝彩
飲食券
販售處

C 未來祭美食節
一邊欣賞立體光雕納涼瀑布，一邊品嚐美味的酒水、老字號店
鋪及人氣店舖的攤販美食。

D

徽章贈品活動實施中！

B

可享受到最尖端科技與廟會遊戲結合的非常
適合未來祭的數位攤販。
（企劃與演出：NAKED Inc.）※詳細資訊請參看背面

B-1

貓咪大戰爭拍照景點

SUNTORY飲料展臺

除京都啤酒廠謹製的 THE PREMIUM MALT'S＜樽生＞外，還提
供高球、琴費士、軟飲。
※一杯飲料兌換券可用於所有商品。

E

向著歌舞伎演員喝彩的觀眾被
稱為「大向」，可以遊戲感覺透
過 NTT 的 ICT（情報通信技術）
進 行 體 驗！朝 著「大 向」名 人
努力吧！

在夜祭的吸菸室周邊，還
可體驗沒有香菸氣味的低
溫 加 熱 式 香 菸「Ploom
TECH」
、
「Ploom TECH+」。
※僅限成人吸菸者

H

吸菸室

歌舞伎之光
（僅限午祭）

由今年春天突然出現在東京澀谷的引爆話題「歌舞伎之光展」
為您呈現，這是由歌舞伎與最尖端科技結合帶來的體驗型媒
體藝術。以三大名作『義經千本櫻』為主題，可以享受到新
的交互式體驗。被納涼瀑布背面的優美深邃的神秘光影空間
深深吸引。（製作：株式會社 helo）※詳細資訊請參看背面

E-1

吉野花道

E-2

光景之奏

G 歌舞伎人體彩繪
（僅限週六日的午祭）

將歌舞伎的象徵性要素之一——隈取（歌舞伎獨
特的化妝法）描繪在手、手腕、臉頰等處增添亮
點的人體彩繪！ 化妝品贊助：株式會社

H 歌舞伎×AR 石川五右衛門
∼南座唐破風之場∼

(僅限午祭)

『擁有 400 年歷史的花之歌舞伎，映照在持續興盛的南
座的櫻花，AR，實在是最棒的絕佳景色』可盡情享受以
歌舞伎為題材的新 AR 體驗。
（製作：MIECLE 株式會社）
※詳細資訊請參看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