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環球影城入場券[電子券] 日本環球影城入場券[電子券] 日本環球影城入場券[電子券]
一日門券
1.5 日門券
二日門券
成人(12歲以上) 小童(4-11歲)

【票價A】
【票價B】
【票價C】
【票價D】

JPY 7,400
JPY 8,200
JPY 8,700
JPY 8,900

JPY 5,100
JPY 5,600
JPY 5,900
JPY 6,100

成人(12歲以上)

小童(4-11歲)

成人(12歲以上)

小童(4-11歲)

JPY 12,300

JPY 8,400

JPY 14,700

JPY 10,000

請務必先確認入園日期的票價為【票價A】、【票價B】、【票價C】 、【票價D】後再
購買，如果入園日期與官方公告的票種不相符，一律無法入園，
即使最貴的【票價D】也無法使用於較便宜的【票價A】跟【票價B】的日期，以此類推。

可以95折扣價格買到JPY 5000購物券

環球影城票價日曆表(官方網站)

JPY 4,750
日本環球影城推出95折購物券，園區內共有8個區域中的商店可以使用，購
物達退稅金額還可以退稅！

客人可以加購JR單程車票
(只限關西機場至天王寺/新大阪/京都)
•天王寺 + $80
•新大阪 + $95
•京都

+ $115

•
•
•
•
•
•
•

使用此購物券無法找續，不可兌換現金
此購物券日本國籍者不可使用
兌換券需在3月31日前使用
此票券訂購後，完全無法退改，敬請注意
此購物券限商品購物使用，餐廳飲食及園區內購買快證等均無法使用
一次結帳僅限使用一張購物券
(※並不包括日本環球影城門券)客人需要自行額外加購!敬謝注意!!)

憑兌換劵上的QRcode至Studio Gifts East 兌換購物券，兌換點在園區外！請務必在入園前先兌換購物券。
※兌換點(Studio Gifts East)位置示意圖請點我

優惠加購價

關西鐵路周遊券1天
(每人) :

關西鐵路周遊券2天
(每人) :

關西鐵路周遊券3天
(每人) :

關西鐵路周遊券4天
(每人) :

關西廣域周遊券5天
(每人) :

關西 & 廣島鐵路周遊券5天
(每人) :

成人票(12歲或以上)：

HK$150

HK$290

HK$360

HK$420

HK$620

HK$910

兒童票(4~11歲)：

HK$75

HK$140

HK$180

HK$210

HK$310

HK$450

另可代訂日本環球影城快證及關西地區多款交通券，歡迎向職員查詢。

上述1日/ 1.5日 / 2日 / 電子票，購買時必須指定入場日期，一經出票，不可取消及不可退款。[本入場券恕不適用於2019年12月31日跨年特別營業時間入場]

一日門券使用效期為指定日計起6個月內有效，僅限於相同價格的日期有效。請留意相關日曆更新。

1.5日門票需兩天連續使用，第一天15:00後即可進入園區，第二天整天可以使用。第一天遊玩結束後請妥善保管，第二天持同一張電子票入場，如不慎遺失將無法補辦。

2日門票需兩天連續使用，如不慎遺失將無法補辦。

未滿 4歲之兒童可免費入場。

門券為單次進入，只可以在同一天內進入一次，一旦離開園區將不能再次入場。

門票需於出發前5 個工作天前預約。購買後會在3個工作天內聯絡閣下取票。

所有入場券及快證發出後不可取消及不可退款

入場券及快證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快證 恕不可經網上訂購]
日本環球影城地址：〒554-0031 大阪市此花區櫻島2丁目1番33號
網址(繁體字)：http://www.usj.hk/index.html
交通指南：從JR大阪站乘JR環狀線至 "JR西九條站"(約6分鐘)， 再轉乘JRゆめ咲線至 "JR環球城站" (約5分鐘)，到站後步行約數分鐘便抵達
※ 上述之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019年1月30日

環球Express®門票收費一欖表 [價錢會因應入場日而有所不同]
一般環球快證

環球Express®門票4 ~ Standard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雷朋三世飛車追逐XR乘車遊 (指定時間)
(3)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2選1)
(4) 大白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或 浴火赤子情® (3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580 - HKD9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4 ~ 迷你兵團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3)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或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2選1)
(4) 大白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或 浴火赤子情® (3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580 - HKD9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4 ~ 飛天翼龍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侏儸紀公園飛天翼龍 (指定時間)
(3)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或 荷里活美夢‧乘車遊 (2選1)
(4) 大白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或 浴火赤子情® (3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580 - HKD9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7 ~ 飛天翼龍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鷹馬的飛行TM (指定時間)
(3)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4) 侏儸紀公園飛天翼龍 (指定時間)
(5)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大白鯊® (2選1)
(6) 荷里活美夢‧乘車遊 或 浴火赤子情® (2選1)
(7)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880 - HKD1,5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7 ~ 逆轉世界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鷹馬的飛行TM (指定時間)
(3)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4) 荷里活夢幻過山車~逆轉世界 (指定時間)
(5)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大白鯊® (2選1)
(6) 荷里活美夢‧乘車遊 或 浴火赤子情® (2選1)
(7)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適用日期：2019年2月25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880 - HKD1,5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7 ~ Standard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鷹馬的飛行TM (指定時間)
(3)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4) 雷朋三世飛車追逐XR乘車遊 (指定時間)
(5)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大白鯊® (2選1)
(6) 荷里活美夢‧乘車遊 或 浴火赤子情® (2選1)
(7)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880 - HKD1,5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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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Express®門票收費一欖表 [價錢會因應入場日而有所不同]
一般環球快證

環球Express®門票3 ~ Standard
(1) 侏儸紀公園飛天翼龍 (指定時間)
(2) 雷朋三世飛車追逐XR乘車遊 (指定時間)
(3) 大白鯊® 或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或 浴火赤子情® (3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460 - HKD71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3 ~ 迷你兵團
(1)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2)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3) 魔鬼終結者2:3D® 或 浴火赤子情® (3選1)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14日
價
錢： 由HKD460 - HKD71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6 ~ Standard
(1)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指定時間)
(2) 鷹馬的飛行TM (指定時間)
(3)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4) 蜘蛛俠驚魂歷險記乘車遊 4K3D 或 大白鯊® (2選1)
(5) 荷里活美夢‧乘車遊 或 浴火赤子情® (2選1)
(6)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或 魔鬼終結者2:3D®
適用日期：即日至2019年2月24日
價
錢： 由HKD790 - HKD1,36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Cool Japan環球Express®門票2
(1) 雷朋三世飛車追逐XR乘車遊 (指定時間)
(2) 名探偵柯南 THE ESCAPE 逃脫遊戲 [名探偵コナン・ザ・エスケープ] (指定時間)
適用日期：即日日至6月23日
價
錢： 由HKD410 - HKD490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Cool Japan環球Express®門票1
(1) 雷朋三世飛車追逐XR乘車遊 (指定時間)
適用日期：即日日至6月23日
價
錢： 由HKD410 - HKD490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備註：
1. 必須於入場前8個或以上工作天前預訂，每款快證名額有限，不設網上購買，必須親臨本公司購買，先到先得。
進入影城須另購入場券（「1天周遊券」等入場券）。
2. 預約時必須提供代表者姓名。
3. 價錢會因入場日而有所不同，詳情價錢請致電或親臨本公司向職員查詢。上述資料及有關價錢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4. 此Express Pass(快證)為電子票券。請小心不要屈曲及弄濕QR代碼位置。
5. 「環球Express™門票」僅限入場當日有效。（預售門票僅限於票面所示日期生效）
6. 「環球Express™門票」僅限本人使用。（不可與同行小朋友共用，敬請留意）
7. 「環球Express™門票」僅在使用各門票所指定的娛樂設施時才生效。若門票上印有多處指定娛樂設施，僅在其中一處生效。
8. 上述每款快證之指定遊戲不能重覆；每款快證均須指定時間。
9. 視乎各娛樂設施情況，因部分座位有限或設有入場人數及時間限制，等候體驗時或需一點時間。而在繁忙日子，
當持有「環球Express™門票」人士集中在同一時段行使此票時，等候體驗時或需一點時間。
10. 若錯過娛樂設施體驗時間或遲到，恕不可退款或更改時間。
11. 每天按照娛樂設施不同體驗時間所銷售的「環球Express™門票」數量有限。而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有可能暫停銷售。
12. 在使用「環球Express™門票」所指定的娛樂設施時，爲顧及賓客的安全，與及基於身高和健康上的理由，
娛樂設施設有使用限制。請在購買前確認指定娛樂設施的各種限制。即使顧客已購買「環球Express™門票」，
如果未能符合身高的規定亦不可使用娛樂設施。
13. 有關娛樂遊戲設施均設維修時段， 有關娛樂遊戲設施之維修時段，建議客人訂購前請先瀏覽日本環球影城官方網站查詢
官方網站 http://www.usj.co.jp/hk/
14. 所有票券一經發出後不可取消及不可退款。
15. 如欲購買12月31日快證的客人必須注意，當日一般門票的正常營業時間至下午5時，園區將於5時清場。
如欲當晚7時後入場的客人，必須另外購買「派對除夕入場券」，可與職員查詢相關價錢。
16. 「派對除夕入場券」可適用於12月31日晚上7時後入場，於隔日2019年1月1日晚間9時前均可重複入場」
17. 凡於1月1日入場的各種園區入場券，可於當日凌晨2時起至翌日晚上9時前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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