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日期 : 2018年10月4日

Tokyo ONE PIECE Tower 入場券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海賊王史上首創大型主題樂園@Tokyo Tower！

簡
介

僅在此才可以體驗的遊樂設施、觀賞現場娛樂表演、享受美食的餐廳和購買限定商品的商店等!
※ 價錢並不包括東京鐵塔觀景台入場費用及園內餐飲費用。
*3歲以下的小童免費入場。（需家長陪同）
*請於東京鐵塔Foot Tower內的特別窗口出示兌換券及護照
地址：東京都港區芝公園4丁目2－8 (東京鐵塔 Foot Town內) <都營大江戶線赤羽橋站赤羽橋出口步行5分鐘>
營業時間 : 10:00～22:00 (最後入場時間21:00)
**不含現場表演日期:2018年12月31日
**現場表演日期:2018年12月31日
表演日期:12:00 / 14:00 / 18:00
19歲或以上

價錢(每位) :

不含現場表演
(-31DEC18)

包含現場表演
(-31DEC18)

13-18歲

4-12歲

HK$150

HK$120

HK$40

HK$230

HK$195

HK$115

Tokyo ONE PIECE Tower PARK PASS + 東京鐵塔大瞭望台入場券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海賊王史上首創大型主題樂園@Tokyo Tower！(此券不包現場表演)

簡
介

僅在此才可以體驗的遊樂設施、觀賞現場娛樂表演、享受美食的餐廳和購買限定商品的商店等!
可以在高達150公尺的東京鐵塔觀景台「大瞭望台」，可以從各個角度欣賞東京的全景。
※ 價錢已包入場券+遊樂設施和東京鐵塔大瞭望台(入場券)
*3歲以下的小童免費入場。（需家長陪同）
*請於東京鐵塔Foot Tower內的特別窗口出示兌換券及護照
地址：東京都港區芝公園4丁目2－8 (東京鐵塔 Foot Town內) <都營大江戶線赤羽橋站赤羽橋出口步行5分鐘>
營業時間 : 10:00～22:00 (最後入場時間21:00)
不適用於2018年 2月24日，3月31日，4月28日，5月26日，6月30日，7月28日，8月25日，9月29日，10月27日，11月24日，12月29日及12月31入場
【東京鐵塔相關訊息】
營業時間：9: 00～23: 00(最後入場時間為22: 30)
*此票券並非優先入場券，敬請留意。
*大瞭望台自2017年9月4日起進行裝修工程，部分時期有可能無法前往部分區域，敬請見諒。詳情參閱官網
*此票券只包含大瞭望台的入場券。前往特別瞭望台(250公尺處)需另外付費。(2017年9月當時的營運狀況：因施工暫停營業中)詳情參閱官網

19歲或以上

價錢(每位) :

12-18歲

HK$212

4-11歲

HK$189

HK$80

J-WORLD TOKYO 入場券(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超人氣漫畫週刊 - 週刊少年JUMP室內主題樂園!

簡
介

園內的六個遊戲設施任你玩! (包括 Seek! DRAGON BALLS、Shoot! KAMEHAMEHA、SOLDER DOCK Adventure、
CHOPPER QUEST、SHIRO MOKUBA Carousel、A fierce fight! NINKAI TAISEN EMAKI，
主要是以海賊王、七龍珠、火影忍者等JUMP人氣漫畫的主題遊樂設施。)
※ 價錢並不包括其他遊戲、J-CARNIVAL之遊戲 及園內餐飲費用。
*3歲以下的小童免費入場 (需家長陪同)，如欲體驗遊戲設則須另外付費。
地址：東京都豐島區東池袋3-1-3 陽光城World Import Mart 3樓 <JR/Metro池袋站步行約8分鐘>
營業時間 : 10:00～22:00（最後入場時間21:00）

16歲或以上

價錢(每位) :

4-15歲

HK$189

HK$173

備註
1. 遊樂設施如因安全理由暫停營運，恕不能以此理由而要求退款，敬請見諒。
2. 凡預約上述自選組合時必須繳付全部費用 及 須於出發前 7個工作天前辦理預約 (不包括香港及日本假期)。
3. 自選組合一經確定，恕不接受任可更改、取消及退款，更不可變更客人姓名、人數、使用日期等，敬請見諒。
4. 價錢可能會因應匯率調整或其他因素而更改，請以報名當日為準，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保留在旅遊套票費用全數繳付前調整費用之權利。
5. 如遇上颱風等當天天氣惡劣時，有可能取消行程或變更行程出發的時間，恕不能辦理退款手續，敬請見諒。(特別註明除外)
6. 如對本公司提供之套票內容、資料、費用、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7. 以上內容只供參考，一切資料以當地之公佈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參考相關官網。

< P.1/3 >

生效日期 : 2018年10月4日

東京地區
品川水族館 Maxell Aqua Park(入場日期即日至2019年3月31日止)
東京的水下世界!

簡
介

品川水族館位於品川Prince 酒店內，非常方便前往參觀。
水族館展示著大約450種類1萬點的生物。不但能夠近距離觀賞海豚充滿震撼力的表演，也可以看到海獅和海豹的表演。
水族館通過日本先進的聲光影像技術，在生態展示空間融入聲光效果，隨著季節變換多種主題佈置，
比一般水族館更具科幻與時尚風格，大人、小孩都能樂在其中！
地址：108-8611 東京都港区高輪4-10-30（位於品川Prince 酒店內）(京急線品川站，高輪出口，步行約2分鐘)
營業時間 : 10:00～22:00（最後入場時間21:00）
不適用於星期二入場
夜晚的海豚表演秀(僅供參考/ 照片提供：株式會社 八景島)
1. 購買前請先決定入場日子

*娛樂設施需要自費
16歲或以上

6歲-15歲

HK$155

價錢(每位) :

HK$80

4歲-5歲

HK$40
東京Legoland® 優先入場券(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東京室內Legoland® 位於台場，位置方便，適合男女老幼遊玩!
園內設有各種以積木為主題的設施，除了可以親手砌積木，還有射擊遊戲"Kingdom Quest Laser Ride" 及4D影院
此入場券可經由優先入口進場，並且毋須指定入場時間! (如當天等候人數較多時，有機會需排隊進場)

簡
介

※ 價錢並不包括園內餐飲費用。
*2歲以下的幼兒免費入場 (需家長陪同)。
*12歲或以下的小童必須家長陪同下入場 ; 而15歲以上人士必須帶同14歲或以下之小童方可進場。
因此必須最少1位成人+1位小童才接受訂購。
地址：東京都港區台場1-6-1 DECKS Tokyo Beach - Island Mall3樓 <百合海鷗線「台場海濱公園站」步行約2分鐘>
營業時間 : 平日 10:00～20:00（最後入場時間18:00）; 星期六/日/日本假期 10: 00～21: 00（最後入場時間為19: 00）
大小同價(每位)

價錢(每位) :

HK$132
機械人表演入場券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29日止)

新宿近期最矚目的熱點! 華麗機械人表演Show!

簡
介

精彩表演內容 (約90分鐘) :
巨大的機械人現身、機械人對戰、機械人遊行等機械人表演項目，還有舞者表演舞蹈以及和太鼓秀等多項的娛樂表演。
每日3個時間可選 : 17:15/ 19:10 / 21:05
[價錢包一張入場券及飲品一杯]
地址 : 東京都新宿區歌舞伎町1-7-1

*5歲以下的孩童免費。（需家長陪同）

新宿機械人餐廳1F <從JR新宿站東口步行約5分鐘>
大小同價(每位)

價錢(每位) :

HK$480

備註
1. 遊樂設施如因安全理由暫停營運，恕不能以此理由而要求退款，敬請見諒。
2. 凡預約上述自選組合時必須繳付全部費用 及 須於出發前 7個工作天前辦理預約 (不包括香港及日本假期)。
3. 自選組合一經確定，恕不接受任可更改、取消及退款，更不可變更客人姓名、人數、使用日期等，敬請見諒。
4. 價錢可能會因應匯率調整或其他因素而更改，請以報名當日為準，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保留在旅遊套票費用全數繳付前調整費用之權利。
5. 如遇上颱風等當天天氣惡劣時，有可能取消行程或變更行程出發的時間，恕不能辦理退款手續，敬請見諒。(特別註明除外)
6. 如對本公司提供之套票內容、資料、費用、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7. 以上內容只供參考，一切資料以當地之公佈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參考相關官網。

< P.2/3 >

生效日期 : 2018年10月4日

東京地區
Tokyo Dome City遊樂園 +宇宙博物館TeNQ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世界上首座無圓心觀光車(摩天輪)俯瞰東京街景。

簡
介

※Tokyo Dome City遊樂園設施體驗費用(4次)、宇宙博物館TeNQ1人的入館費用
※Tokyo Dome City內設有各式各樣的遊樂設施。讓您享受一趟高潮迭起的冒險旅程；也有許多適合親子或情侶同樂的設施
※「宇宙博物館TeNQ」為體驗型新型態設施。俯瞰投影在直徑11公尺的巨大圓型螢幕，彷彿自己浮游在外太空觀賞地球表面，相當新奇的體驗※
！館內還有尖端航太科技展示、各種體驗型設施等，讓您用各個角度去探索奧妙的宇宙。
【東京圓頂城遊樂設施注意須知】
遊樂設施營業時間：11: 00～21: 00(週六/ 週日/ 例假日：10: 00～21: 00)
※雷豚雲霄飛車(Thunder Dolphin)營業至20: 00
※營業時間視季節或舉辦活動而異。如有變更，敬請見諒。請出發前參閱樂園官網

※各遊樂設施的身高/ 年齡限制以及使用規定不同，體驗前請確認清楚。
部分遊樂設施有時受惡劣天氣、定期檢查等影響暫停營業，或非本票券適用對象，敬請留意。本票券僅限1人使用，無法多人一起使用。
【宇宙博物館TeNQ 注意須知】
營業時間：11: 00～21: 00(週六/ 週日/ 例假日：10: 00～21: 00) ※最後入館時間：20: 00
※實歲未滿4歲的嬰幼兒恕無法入館。此外，實歲未滿10歲的兒童，必須有實歲13歲以上人士一同入館。※設施可能因各種變數臨時休館，或調整營業時間。請出發前參閱樂園官網

大小同價(每位)

價錢(每位) :

HK$232

大阪地區
大阪Legoland® 入場券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29日止)

大阪室內Legoland® 位於大阪港，鄰近海遊館、摩天輪等人氣景點!

簡
介

適合親子遊的旅客，場內有超過100萬粒積木堆砌以成的大阪著名地標、4D影院及以兒童為主的遊戲設施。
※ 價錢並不包括園內餐飲費用。
*2歲以下的幼兒免費入場 (需家長陪同)。
*15歲或以下的兒童必須成人陪同下入場 ; 而16歲以上人士必須帶同1位兒童方可進場。
因此必須最少1位成人+1位小童才接受訂購。
地址：大阪市港區海岸通1-1-10天保山Market Place 3樓 <大阪市營地下鐵中央線，於「大阪港」站歩行約5分鐘>
營業時間 : 10:00～19:00（最後入場時間17:00） 營業時間有機會變更，請出發前參閱樂園官網
<週末及特定日子 (3月21日~4月1日‧4月30~5月4日‧7月16~8月31日‧9
月17日‧9月24日‧10月8日‧11月23日‧12月24日~12月29日)>
大小同價(每位)

<平日> 大小同價(每位)

價錢(每位) :

HK$105

HK$118

阿倍野HARUKAS觀景台

(入場日期至2018年12月29日止)

阿倍野HARUKAS觀景台，又稱「HARUKAS 300觀景台」
觀景台處於58至60樓

簡
介

58樓的室外廣場是三層通頂空間設計，光與風交錯穿行，令人心曠神怡。
頂樓60樓是玻璃牆壁的室內高空走廊，放眼眺望，大阪平原東南西北360度全景盡收眼底。
從地下2樓到14樓全部都是商場，是日本最大的綜合商業設施。
**附1000日圓優惠券,可在「HARUKAS 300」館內使用！
※營業時間: 9:00 至 22:00（全年無休)
※營業時間可能會不經預告而變更。

地址 : 大阪市阿倍野區阿倍野筋1-1-43<從御堂筋線天王寺站步行約6分鐘>
18歲以上

價錢(每位) :

12-17歲

HK$168

HK$151

1. 遊樂設施如因安全理由暫停營運，恕不能以此理由而要求退款，敬請見諒。
2. 凡預約上述自選組合時必須繳付全部費用 及 須於出發前 7個工作天前辦理預約 (不包括香港及日本假期)。
3. 自選組合一經確定，恕不接受任可更改、取消及退款，更不可變更客人姓名、人數、使用日期等，敬請見諒。
4. 價錢可能會因應匯率調整或其他因素而更改，請以報名當日為準，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保留在旅遊套票費用全數繳付前調整費用之權利。
5. 如遇上颱風等當天天氣惡劣時，有可能取消行程或變更行程出發的時間，恕不能辦理退款手續，敬請見諒。(特別註明除外)
6. 如對本公司提供之套票內容、資料、費用、條款及細則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利。
7. 以上內容只供參考，一切資料以當地之公佈為準，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請參考相關官網。

< P.3/3 >

6-11歲

HK$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