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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車票

※僅限使用一次
※也能夠於天王寺•新大阪站下車

關空特快列車HARUKA
單程乘車券

（關西機場站→京都站）
能夠搭乘指定座位 一天影城入場券

日本環球影城 觀光設施共通券
（14設施）

有效期間3天

ALL PASS價格

成人

17,000日圓

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的
詳細資訊請參考此處

日本環球影城的詳細資訊請參考此處

擁有不同樣貌，五花八門的區域，充滿感動的異世界。
以好萊塢強檔大作電影為主題的乘車遊及表演秀，每逢季節變更的活動，
各種充滿了世界最頂級感動以及興奮的娛樂表演，讓大人和小孩都沉迷其中，無可自拔。

無法想像的感動，就在園區等你來體驗！

※各設施僅限使用1次。
※於使用後2小時之內無法用於其他的
設施。請特別注意。
※能夠使用的設施請參照背面。

ALL PASS所包含的內容

關空特快列車HARUKA單程車票能夠更改成無限次搭JR西日本鐵路周遊券。

與區域周遊券的有效期限無關，ALL PASS的有效期限為3天。
關空特快列車HARUKA單程車票與區域周遊券請務必於ALL PASS有效期限最後一天前進行交換。未於有效期限最後一天前進行交換則會無法使用。注意事項

※圖像僅供參考　※請遊客配合園內實施的衛生強化對策
※詳細資訊請參閱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內之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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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20,300日圓關西地區鐵路周遊券3天套票方案



大阪市立人居博物館
『大阪生活今昔館』入館券

●營業時間：10:00 ～ 17:00（入館時間到 16:30 為止） 
●定期休息日：星期二（碰上節日則延至隔天）　
2021 年 4 月 5 ～ 9 日，9 月 1 ～ 17 日　可能臨時休
館 ●交通：JR 天滿橋站下車徒步大約 7 分鐘
※2021 年 9 月開始因為工事之故有部分區域無法進入

大阪

大阪格蘭比亞大酒店
『Tea Lounge』 甜點交響曲

●供應時間：9:30 ～ 20:00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連接著 JR 大阪站

大阪
京都和服體驗夢館 五条店
和服和浴衣出租方案

（※僅限用於五条店）

●營業時間：10:00 ～ 18:00　●定期休息日 : 年
底年初（12/31 ～ 1/3）　●交通：JR 京都站搭地
下鐵烏丸線至五条站徒步約 3 分鐘　●可預約（詳
細請參閱 HP 內頁面）

京都

日本環球影城
一天影城入場券

●營業時間•定期休息日：參照官方網站
●交通：JR 環球影城站旁

大阪
日本最高樓
阿倍野 HARUKAS 展望台

●營業時間：9:00 ～ 22:00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JR 天王寺站旁

大阪

梅田蓝天大厦　
空中庭园眺望台 入场券

●營業時間：9:30 ～ 22:30（最後入場 22:00）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JR 大阪站徒步約 7 分鐘

大阪

嵐山美食優惠券
+ 嵐電 1 日通票

●營業時間：（交換）嵐山電車
「嵐山站 Information」9:00 ～ 17:00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JR 嵯峨嵐山站徒步約 8 分鐘

京都

東映太秦映書村入村券

●營業時間：9:00 ～ 17:00（3/1 ～ 11/30）
9:30～17:00（12/1 ～ 2/28）
●定期休息日：請參照官方網站
●交通：JR 太秦站徒步 5 分鐘　

京都
京都鐵路博物館入場券

●營業時間：10:00 ～ 17:30（最後入館 17:00）
●定期休息日：每週星期三，年底年初（可能臨時
休館）
●交通：梅小路京都西站徒步約 2 分鐘

京都
SKY HOP BUS 京都
雙層觀光巴士 (12 小時票 )

●服務時間：請參照官方網站（可能會臨時停開）
●行駛日：請參照官方網站
●交通：JR 京都站（烏丸口）徒步約1分鐘

京都

神戶布引香草園及纜車乘車券

●營業時間：（山麓站 4F 服務中心）9:30 ～ 16:45
●定期休息日：2021/1/16～2/26
●交通：JR 新神戶站徒步 5 分鐘

兵庫
明石壽司「技之逸品」
2000日元優惠券
可用於明石市內 11 家店鋪的明石壽司優惠券

●（兌換）明石服務處（PIORE 明石西館）：9:00 ～
19:00（平日）9:00 ～ 18:00（週六日節日）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JR 明石站旁

兵庫

長濱浪漫景點實體護照
市內共16處的觀光設施中選 5間入館參觀

●營業時間：（交換）長濱站觀光服務處
9:15 ～ 16:45
●定期休息日：年底年初
●交通：JR 長濱站建築內

滋賀
琵琶湖大津王子大飯店
37樓湖景餐廰「Biona」
午餐套餐

●供應餐點時間：11:30～13:00/13:30～15:00
●定期休息日：無
●交通：JR 大津站搭乘免費接駁車約 10 分鐘

滋賀
琵琶湖竹生島觀光遊覧船

●航行時間：請參照網站　●航行日：3 月 1 日～
12 月第一週為止每天，隔天起至 2 月底僅在週六
日和節日出航　●交通：JＲ彥根站搭乘免費接駁
車約 8 分鐘於「彥根港」下車

滋賀

能夠使用的觀光商品（商品的詳細資訊請至各網站內進行確認）

※圖像僅供參考
※請遊客配合園內實施的衛生強化對策
※詳細資訊請參閱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內之通告

能夠使用於嵐山區域內店舖的美食優惠券和嵐山電車
一日無限搭乘車票的套票

※彥根港～竹生島（往返）

※可能因部分因素而造成設施
　臨時休館或變更營業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