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R乘车券

1日周游券

日本环球影城 观光设施共通券
（28设施）

ALL PASS价格

※各设施只能使用一次。
※使用后，2 个小时以内无法使用其他
设施。请知悉。
※请翻阅背面以了解能够使用的设施。

有效期间4天

成人

21,000日元 ※仅一次有效
※可以于天王寺以及新大阪站下车

ALL PASS套餐包括的内容

您也可以将关西特快列车HARUKA列车单程票券更改为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

成人27,700日元

关西广域周游券 
5DAY套票

成人32,000日元

关西广岛周游券
 5DAY套票 

成人39,000日元

JR西日本全地区
铁路周游券

ALL PASS的有效期为4天，与区域周游券的有效期无关。购买了关西特快列车HARUKA列车的单程票券以及区域周游券的顾客请务必在ALL PASS的
有效期间的最终有效日之前进行兑换。如果在有效期间的最终有效日未能进行兑换的话则无法使用。注意事项

在此查看JR西日本铁路周游券的
详细信息

在此查看日本环球影城的详细信息

各个园区均有着各不相同的样貌，一个充满感动的另一世界。
以好莱坞超级巨作影片为主题的乘车游和表演秀、以及各个季节的活动等，
全球最高水准的娱乐节目带来感动与幸福，令人目不暇接，让大人和孩子深深陶醉。

无法想象的感动在影城等待您！

※图片仅供参考 　※园区正进行卫生强化对策，需要您的配合
※详情请查看日本环球影城官网

WIZARDING WORLD and all related trademarks, characters, names, and indicia are © & ™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Publishing Rights © JKR. (s21) 
Minions TM & © 2021 Universal Studios.　TM & © Universal Studios & Amblin Entertainment 　TM & © Universal Studios. 　CR20-1153

EXPLORE 
WEST JAPAN 
ALL PASS
西日本探游券

关西特快列车HARUKA
单程券乘坐票

（关西机场站→京都站）
可乘坐指定席

可乘坐
指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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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使用的观光商品（商品的详细信息请前往各网站进行确认）

大阪格兰比亚大酒店『Tea Lounge』
甜点交响曲

●供应时间：9:30-20:3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与JR大阪站相连接

大阪乐高探索中心入场券

●营业时间：【工作日】10:00-19:00（最晚入场时间
为17:00）　【假日】10:00-20:00（最晚入场时间为
18:00） ●休息日：不定期休息　●交通方式：从JR
弁天町站到大阪地下铁中央线大阪港站徒步5分钟

大阪 日本最高楼
阿倍野 HARUKAS 300展望台

●营业时间：9:00-22:00
●休息日：全年无休
●交通方式：JR天王寺站下车即到

大阪大阪

京都铁道博物馆入场券

●营业时间：10:00-17:30（最晚入馆时间17:00）
●休息日：周三、年末年初（会有临时休馆的情况）
●交通方式：梅小路京都西站徒步2分钟

京都 Sky Hop Bus 京都
双层观光巴士 12 小时券

●运行时间：请查看网站以作确认（会有临时停运
的情况）
●行驶日：请于官网进行确认
●交通方式：JR京都站（乌丸口）徒步1分钟

京都 东映太秦映画村入场券

●营业时间 9:00-17:00（3/1-11/30）　9:30-17:00
（12/1-2/28）

●休息日：请于官网进行确认
●交通方式：JR 太秦站徒步 5 分钟　

京都

岚山美食优惠券 + 岚电 1 日通票

●营业时间：（兑 换 处）岚电“岚山站信息中心” 
9:00-17: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 嵯峨岚山站步行约 8 分钟

京都
京都和服体验梦馆 五条店
和服和浴衣租借方案

（※仅可在五条店使用）
●营业时间：10:00 -18:00　●休息日：年末年初
（12/31～1/3）　●交通方式：从JR京都站到地
下铁乌丸线五条站步行3分钟　●能够预约（详情
请查看官网）

京都 天桥立伊根周游券（二日券）
( 巴士・船・电缆车 )

●营业时间：9:00-16:45（天桥立转乘中心内观光
向导所）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京都丹后铁道 天桥立站内

京都

神户布引香草园入场劵
及缆车乘车劵

可以从市内的 16 处观光设施里任选
5 个设施入场的护照

●营业时间：“山麓站4F信息中心” 9:30-16:45
●休息日：2021/1/16～2/26
●交通方式：JR新神户站步行约5分钟

兵库
明石寿司「技之逸品」2000日元优惠券
能够在明石市内的 11 间店铺使用的
明石寿司优惠券

●（兑换处）明石向导所（Piore明石西馆）：9:00 - 
19:00（工作日）9:00 - 18:00（周六以及国定假日）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明石站立即

兵库
JENOVA 号淡路岛
( 明石⇔岩屋 ) 单程船票

●运行时间：（工作日）明石乘船点/5：40-23：40、岩屋
乘船点/5：20-23：20（周末以及国定假日）：明石乘船
点/6：30-23：40、岩屋乘船点/6：00-23：20 ※12/31-1/3
期间有另外的运行时间　●天气恶劣时候不航行 
●JR明石站徒步 大约8分钟

兵库

长滨浪漫景点実体护照 ( 市内观光设施通票 )

●营业时间：（兑换处）长滨站观光向导所9:15-16:45
●休息日：年末年初
●交通方式：JR长滨站内

滋贺 琵琶湖竹生岛观光游览船 
※彦根港～竹生岛（往返）

●航行时间：请于官网进行确认　●通航日：3 月
1 日 ~12 月第一周的每一天，12 月第一周后到 2 月
尾仅在周末以及国定假日期间才会航行　　●交
通方式：从 JR 彦根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约 8 分
钟到达“彦根港”

滋贺 琵琶湖大津王子大饭店
37 楼湖景餐厅「Biona」午餐套餐

●餐点时间11:30～13:00 / 13:30～15: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从JR大津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大约
10分钟

滋贺

八幡山缆车往返票

●营 业 时 间：9:00-17:00　※最 晚 上 行 时 间 为
16:30　●休 息 日：全 年 无 休　●交 通 方 式：JR
近江八幡站北口 6 号乘车点乘坐长命寺方向巴士
约 7 分钟，然后于大杉町八幡山空中缆车口下车

滋贺 和歌山电铁贵志川线 周游一日乘车券

●运行时间：依据车辆种类运行时间表不同。
停运日以及猫站长的工作日和出勤时间，请于官网
查询。
●交通方式：JR和歌山站9号乘车处

和歌山 串本海中公园
水族馆展望塔入场券 

● 营 业 时 间：9 : 0 0 -16 : 3 0（售票 口营 业 时 间 到
16: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于JR串本
站乘坐免费接送巴士约12分钟

和歌山

儿岛循环巴士乘车券及丹宁布手作体验

【Betty Smith】●营业时间：9:00-18:00（12-3 月
的营业时间为 9:00-17:00）　●休息日：年末年初
●交通方式：从 JR 儿岛站乘坐巴士约 20 分钟　
●引換処 JR 儿岛站检票口

冈山 冈山格兰比亚大酒店『Lumiere』
水果圣代＋饮料

●供应时间：12：00-19：00（酒店一楼大堂）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冈山站立即

冈山 濑户田周游券

●营业时间：（兑換処）尾道站观光向导所
9:00-18:00
●休息日：12/29-12/31
●交通方式：JR尾道站内

广岛

岛田水产
牡蛎渔场介绍与海上游览严岛神社

●航行时间：10：00-16: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宫岛口站步行12分钟

广岛 防府市
观光地参观 通票「知っちょる Ca」

●营业时间：（兑換処）防府市观光向导9:00-18: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防府站構内

山口 日本庭院 由志园 入场券

●营业时间：9:00~17:00（最晚接待时间为闭园前
30分钟）※有可能会依据时期延长营业时间　●
休息日：12/30以及12/31 ●交通方式：于JR松江
站6号乘车处乘坐巴士大约50分钟

岛根

加贺周游巴士「CANBUS」1 日周游券

●营业时间：（兑換処）城市建设加贺周游券贩卖
处8:30-18:00
●运行时间：8:30-18: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加贺温泉站立即

石川 加贺伝统工芸乡汤之国之森門票

●营业时间：9:00-16:30
●休息日：会有临时休息的情况
●交通方式：从JR加贺温泉站乘坐CANBUS环山
线约40分钟

石川

能够在岚山区域的店铺使用的边吃边玩优惠券
和岚电一日随意乘坐的组合套餐

※设施等会临时变更营业
　时间和休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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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市立人居博物馆
『大阪生活今昔馆』入场券

●营业时间：10:00~17:00（最晚入馆时间为16：30）
● 休息日：周二（如果 周二是国定假 期则改 为周
三），2021年4月5～9日、9月1～17日　会有临时休馆
的情况　●交通方式：JR天满桥站下车步行约7分钟
※2021年9月会进行施工，因此部分楼层不开放

大阪日本环球影城 1日周游券

●营业时间/休息日：请于官网确认
●交通方式：JR Universal City站下车即到

大阪 梅田蓝天大厦
空中庭园眺望台 入场券

●营业时间：9:30-22:30（入馆时间为止22:00）
●休息日：无
●交通方式：JR大阪站下车步行约7分钟

大阪

※园区正进行卫生强化对策，需要您的配合
※详情请查看日本环球影城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