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塚⼤劇場（兵庫）
2021年8⽉7⽇-9⽉13⽇

⾳樂劇

『城市獵⼈』－失竊的XYZ－
原作／北條 司「城市獵⼈」 

(c)北條 司／漫畫 1985 

編劇、導演／齋藤 吉正

管弦樂劇

『Fire Fever!』
編寫、導演／稻葉 太地

⼀般預售 2021年7⽉17⽇上午10:00～

票價（⽇圓，含稅）

SS席 ￥12,500 / S席 ￥8,8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劇情⼤綱

--- 『城市獵⼈』－失竊的XYZ－

寫在新宿站東出⼝布告欄上的「XYZ」 
──代表給⿊社會清道夫（私家偵探）“CITY HUNTER”冴⽻獠的委託訊息。英文最後的3個字⺟XYZ意為「窮途末路」…陷入絕境的弱者
們無法⽤正當⽅法解決問題時，賭上最後的希望進⾏委託。
冴⽻獠只會接受與美女有關或是「能打動⾃⼰」的委託──。 

阿獠的根據地「冴⽻商事」今天也是⼀早就迴盪著慎村香充滿氣勢的怒吼，因為冴⽻獠這個男⼈雖然擁有頂尖的槍法⼜重情義，在緊急關
頭時也非常可靠，但⽇常⽣活卻有點「⼀⾔難盡」，總是惹惱他的搭檔阿香。就在阿獠與阿香進⾏無意義的⼝頭爭吵時，阿獠的舊識──
警視廳的幹練美女刑警野上冴⼦前來委託⼯作。冴⼦這次的委託內容是保護非洲⼩國庫賈⾺拉王國的阿爾瑪公主，她因為國內頻繁發⽣軍
事政變⽽逃亡到⽇本，⽽且公主還直接指定阿獠。然⽽阿獠只對成熟美女感興趣，知道公主才17歲之後就對護衛的⼯作興趣缺缺。 
此時新宿站的布告欄上也出現了「XYZ」的訊息，這次的委託來⾃女演員宇都宮⼄，希望城市獵⼈拯救被捲入⿊道糾紛的兒⼦。阿獠被貌
美女演員擔憂兒⼦的態度打動，⼆話不說地接受委託。
不久之後，有位男性從美國前來拜訪阿獠與阿香，對⽅是阿獠在美國期間的第⼀位搭檔米克‧安吉爾，他前來⽇本的⽬的究竟是…？ 

庫賈⾺拉王國的政變、宇都宮⼄的委託……不同的事件逐漸牽扯在⼀起，阿獠最後陷入與⿊暗的巨⼤犯罪組織樂⽣會的對峙，⽽樂⽣會的
⾸領海原神可以說是阿獠的撫養者──。

--- 『Fire Fever!』

由彩風咲奈領導的雪組⽣們，在舞台上相繼擦出火花、席捲觀眾席的表演『Fire Fever!』。 
充滿活⼒的序曲彷彿令⼈感受到雪組的全新風格，由此揭開男女熱情歌舞的繽紛場⾯。
敬請欣賞匯集新⽣雪組魅⼒、有如火焰般炎熱的動感表演。



冴⽻ 獠: 彩風 咲奈
Sakina Ayakaze

慎村 香: 朝⽉ 希和
Kiwa Asazuki

米克‧安吉爾: 朝美 絢
Jun Asami

慎村 秀幸: 綾 凰華
Oka Aya

海怪（伊集院 隼⼈）: 縣 千
Sen Agata

海原 神: 夏美 よう
Yo Natsumi

野上警視總監: 奏乃 はると
Haruto Sono

新宿的老婆婆: 沙⽉ 愛奈
Aina Satsuki

宇都宮 ⼄（⼩林 知花是）: 千風 カレン
Karen Chikaze

蓓蓓: 透真 かずき
Kazuki Toma

General（將軍）: 真那 春⼈
Haruto Mana

伏⾒ 劍: 久城 あす
Asu Kujo

貓飯的媽媽桑: 杏野 このみ
Konomi Anno

阿奇: 愛 すみれ
Sumire Ai

主⼈ / 櫻⽊: 桜路 薫
Kaoru Oji

犯⼈ / 平澤: 天⽉ 翼
Tsubasa Amatsuki

雪修女: ⽩峰 ゆり
Yuri Shiramine

教授: 橘 幸
Ko Tachibana

主要演員

--- 『城市獵⼈』－失竊的XYZ－



莎莉娜: 妃華 ゆきの
Yukino Himehana

名取 和江: 華蓮 エミリ
Emiri Karen

結城 禮⼦: 沙羅 アンナ
Anna Sara

勇梨 / 三井: 叶 ゆうり
Yuri Kano

美樹: 星南 のぞみ
Nozomi Seina

政: 諏訪 さき
Saki Suwa

冬野 葉⼦: 野々花 ひまり
Himari Nonoka

野上 冴⼦: 彩 みちる
Michiru Irodori

野上 麗香: 希良々 うみ
Umi Kirara

⿇⽣ 霞: ⽻織 夕夏
Yuka Haori

北尾 裕貴: 眞ノ宮 るい
Rui Manomiya

織⽥ 隆治: 星加 梨杏
Rian Seika

埃蘭‧潭亞: 汐聖 風美
Kazami Shiose

⾰命委員會的男性 / 公關（男）: ⽇和 春磨
Haruma Hiyori

時髦的女性A / 公關（女）: 琴⽻ りり
Riri Kotohane

南 敦: 望⽉ 篤乃
Atsuno Mochizuki

新宿的男性: ⿇⽃ 海伶
Mire Asato

⼩林 豐: 彩海 せら
Sera Ayami

劍會幹部: ⼀⽲ あお
Ao Ichika

野上 唯香: 有栖 妃華
Himeka Arisu

⾰命委員會的男性 / 當鋪的男性: 真友⽉ れあ
Rea Mayuzuki



公關（男）: 琥⽩ れいら
Reira Kohaku

時髦的女性B: 涼花 美雨
Miu Suzuhana

男記者: 稀⽻ りんと
Rinto Mareha

阿爾瑪‧潭亞: 夢⽩ あや
Aya Yumeshiro

⻯神 沙也加: 花束 ゆめ
Yume Hanataba

新宿的女性: 莉奈 くるみ
Kurumi Rina

老闆娘: 愛⽻ あやね
Ayane Manaha

冴⽻ 獠（少年時期）: 千早 真央
Mao Chiha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