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環球影城電子 入場券連JR西日本周遊券(實券)組合
JR Kansai 1Day Area Pass
(每人) :

JR Kansai 2Day Area Pass
(每人) :

JR Kansai 3Day Area Pass
(每人) :

JR Kansai 4Day Area Pass
(每人) :

Kansai-Hiroshima Area
Pass (每人) :

成人票(12歲或以上)：

HK$700

HK$820

HK$905

HK$965

HK$1,450

兒童票(4~11歲)：

HK$455

HK$525

HK$550

HK$585

HK$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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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日通用券[電子券] 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入場 [本入場券恕不適用於2018年12月31日跨年特別營業時間入場]
● 未滿 4歲之兒童可免費入場
● 持本有效入場券的遊客不管在任何高峰時段均可入場遊玩(只可在同一天內進出一次)
● 銷售對象只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之居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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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天王寺 + $80
新大阪 + $95
京都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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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效日期 : 2018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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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mmer Special Express
(1) Water Surprise 巡遊指定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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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K3D 或 侏儸紀公園‧乘船遊® (2選1)
(4) 魔鬼終結者2:3D® 或 浴火赤子情® (2選1)
適用日期：7月28日至9月2日
價
錢： 由HKD73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3 ~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飛車
(1)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飛車 (指定時間)
(2) 侏儸紀公園飛天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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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360 - HKD63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4 ~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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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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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440 - HKD8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4 ~ 新世紀福音戰宜 XR飛車
(1)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飛車 (指定時間)
(2)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TM in 4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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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440 - HKD8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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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440 - HKD85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 ~ 一日充實Set ~ SAIDO
(1) 巡遊指定席區[迷你兵團Party Area] (指定時間)
(2)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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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SAIDO 特快PASS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80 - HKD73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 ~ 一日充實Set ~ Park Side Grill
(1) 巡遊指定席區[迷你兵團Party Area] (指定時間)
(2)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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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Park Side Grill 特快PASS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80 - HKD73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 ~ 一日充實Set ~ Studio Stars Restaurant
(1) 巡遊指定席區[迷你兵團Party Area] (指定時間)
(2) 迷你兵團翻天覆地乘車遊 (指定時間) 或 魔鬼終結者2:3D® (2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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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 Studio Stars Restaurant 特快PASS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80 - HKD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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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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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40 - HKD1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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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40 - HKD142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環球Express®門票7 ~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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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福音戰士XR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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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
價
錢： 由HKD640 - HKD142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美少女戦士環球Express®門票2
(1) 新世紀福音戰士 XR飛車 (指定時間)
(2) 美少女戰士4D (指定時間)
適用日期：即日日至9月30日
價
錢： 由HKD220 - HKD30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美少女戰士Express®門票 (A)
(1) 美少女戰士4D (指定時間) (指定時間)
(2) 禮服帽面俠體驗
(3) 露娜P Ball Case [請於Stage 22兌換]
(4) 美少女戰士影相
適用日期：即日日至8月31日
價
錢： 由HKD370 - HKD42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美少女戰士Express®門票 (B)
(1) 美少女戰士4D (指定時間) (指定時間)
(2) 露娜P Ball Case [請於Stage 22兌換]
適用日期：即日日至9月30日
價
錢： 由HKD170 - HKD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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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驚魂夜環球Express®門票 ~ 大人Halloween Set Standard
(1) 驚悚迷宮～沉默幽靈船
(2) 驚悚迷宮～血腥傳說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290 - HKD34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萬聖驚魂夜環球Express®門票 ~ 大人Halloween Set Premium
(1) 驚悚迷宮～沉默幽靈船
(2) 驚悚迷宮～血腥傳說
(3) Albert Hotel Lounge & 照相景點 [附送一杯飲品] (不適用中學生以下參加)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370 - HKD42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萬聖驚魂夜環球Express®門票 ~ Halloween Full Set
(1) 娃鬼回魂Chucky的瘋狂病院
(2) 驚悚迷宮～沉默幽靈船
(3) 驚悚迷宮～血腥傳說
(4) 日間巡遊指定席區 (指定時間)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460 - HKD50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萬聖驚魂夜環球Express®門票 ~ 恐怖絕叫Halloween Set
(1) 娃鬼回魂Chucky的瘋狂病院
(2) 驚悚迷宮 ~ 兒凶 4～鎖命怨靈 ～
(3) 驚悚迷宮 ~ 死亡 森林 2
(4) 恐怖劇場 貞子 ~ 被詛咒 的娛樂設施
適用日期：9月7日至11月4日
價
錢： 由HKD370 - HKD440起 [價錢需視乎入場日而定]

備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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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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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預約時必須提供代表者姓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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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此Express Pass(快證)為電子票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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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有票券一經發出後不可取消及不可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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