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体中文 设定期间＜2口古9 4 古日～2口古9 古口 3古日＞

须要预约 谁都可以购买 只限用现金支付

● 联票种类

美丽海乐游联票 总计古2个设施
⇒美丽海水 馆 从观 入场全古古处通用设施 均可入场古次

成人 古8岁以 42口口日元 高中生34口口日元 儿童 6岁～中学生 2口口口日元

迷你美丽海乐游联票 总计5个设施
⇒美丽海水 馆 从观 入场全古古处通用设施中 选择4处设施均可入场古次

成人 古8岁以 33口口日元 高中生27口口日元 儿童 6岁～中学生 古5口口日元

迷你乐游联票 总计5个设施 但 包含水 馆
⇒从观 入场全古古处通用设施中选择5处设施 均可入场古次

成人 古2岁以 古9口口日元 儿童 6岁～古古岁 古4口口日元

● 利用方法
 从R同月BO旅行服务处购买 乐游联票整理券 兑换券
 将购买的 乐游联票整理券 兑换券 在最初的观 设施窗 兑换 乐游联票
 入场时 请将联票交给设施的窗 工作人员会撕去必要部分

※ 联票从兑换日算起 5天内 效 ※ 整理券记载的日期无关 随时均可兑换

※ 购买整理券时 用选择入场设施 兑换 请利用限定内入场数 的设施

● 注意 项 宇利海洋塔  

・ 位购买乐游联票的成人可以免费携带古 5岁以 的幼儿 第 个幼儿则需付儿童门票

・ 各种 乐游联票 只限古人使用古套 能 时多人使用古套

・ 古个设施只能使用古次

・ 冲绳美丽海水 馆的入馆时间超过 午4点以 必需 场支付特别门票费 使用本联票在 午4点以 入场 将 退还多余支付的差额

・ 包含设施内的 他收费入场设施 收费交通工 以及饮料费

・ 前往各个设施的移动工 均 游客自行承担交通费用

・ 整理券 兑换券 换成联票 一概 能退还金额 如 遗失 则无法再次发行或退钱

设施一览表和正规门票票价 一位 ※所标价格均为含消费税 的价格 为设施入门处销售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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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施一览表和正规门票票价 一位 ※所标价格均为含消费税 的价格 为设施入门处销售的价格

※各设施的收费以2口古9 古 规定的费用为准
※ 片仅为参考

地址 TEL 营业时间

3 ～9 ／8:3口～2口:口口 最终受理古9:口口

古口 ～2 ／8:3口～古8:3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古2 第古个星期 和隔天星期四为休园日

大石林山 头村字宜 真古24古 口98口-4古-8古古古 9:3口～古7:3口 最终受理古6:3口

宇利海洋塔 今 仁村字 宇利538 口98口-56-古6古6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琉宫城 本部町山川39口-古 口98口-48-3456 9:口口～古7:口口 最终受理古6:3口

冲绳水果乐园 护市字为又古22口-7古 口98口-52-古568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护菠萝园 护市字为又古古95 口98口-53-3659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护自然动植物公园 护市字 护46口7-4古 口98口-52-6348 9:口口～古7:3口 最终受理古7:口口

体验王 M月RASA图I村 读谷村字高志保古口2口-古 口98-958-古古古古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Bios之丘 月R月MA市石川嘉手苅96古-3口 口98-965-34口口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口口

冲绳世界文化王 玉泉洞 南城市玉城字前川古336 口98-949-742古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口口

冲绳 和祈念堂 糸满市摩文仁448-2 口98-997-3口古古 9：口口～古7：口口 最终受理古7:口口

※营业时间因 季节会 所 出门时 请 确认营业时间和休息日等信息

9:口口～古8:口口 最终受理古7:3口

设施 称

冲绳美丽海水 馆 本部町字石川424 口98口-48-3748

共
通
古古
施
設

琉球村 恩纳村字山 古古3口 口98-965-古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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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林山

●15岁以 1200日元

●6岁～14岁 550日元

■营运：株式会社南都

古宇利海洋塔

●成人 800日元

●中・高中生 600日元

●小学生 300日元

■营运：古宇利海洋塔

琉宫城
●高中生以 500日元

●3岁～中学生 250日元

■营运：URIZUN

体验王国MURASAKI村

●大学生以 600日元

●中・高中生 500日元

●小学生 400日元

■营运：(株)读谷KUKURU度假村冲绳

Bios之丘
●中学生以 900日元

●4岁～小学生 500日元

※不含湖水鉴赏船的费用 当场支
付
■营运：有限会社兰花之里冲绳

冲绳世界文化王国玉泉洞

●高中生以 1240日元

●4岁～中学生 620日元

※不含波布蛇博物馆的费用 成
人620日元 儿童310日元

■营运：株式会社南都

冲绳平和祈念堂

●大学生以 450日元

●中・高中生 350日元

●小学生以 免费
■营运：公益财团法人冲绳协会

冲绳水果乐园

●高中生以 1000日元

●4岁～中学生 500日元

■营运：冲绳水果乐园株式会社

名护菠萝园
●高中生以 850日元

●中学生 600日元

●小学生 450日元

■营运：株式会社名护凤梨园

名护自然动植物公园
●中・高中生以 900日元

●4岁～小学生 500日元

■营运：名护自然动植物公园株式会社

琉球村
●16岁以 1,200日元

●6岁～15岁 600日元

■营运：多幸山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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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洞 钟乳洞 也可入

※还可乘坐菠萝小车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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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成人 1850日元
●高中生 1230日元
●中・小学生 610日元
■营运：冲绳美丽岛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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