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惠车票

出示车票即可享受特惠 ! CHIKA TOKU

CHIKA TOKU 网站 ( 仅限英文应对 )

http://chikatoku.enjoytokyo.jp/phones/en/

都营地铁·东京 Metro 通用一日券

都営地下鉄・東京メトロ一日乗車券
成人 900 日元　儿童 450 日元
●参与运营路线：一日内可无限次乘坐都营地铁和
东京 Metro 地铁。
●售票点：都营地铁各站售票机等。

东京自由通票

東京フリーきっぷ
成人 1590 日元　儿童 800 日元
●参与运营路线：一日内可无限次乘坐都营交通

（都营地铁、都营巴士、东京樱花有轨电车
（都电荒川线）、日暮里 - 舍人线）、
东京 Metro 地铁、JR 线（都区内）。
●售票点：各站自动售票机等 .

都营巴士一日券

都バス一日乗車券
成人 500 日元　儿童 250 日元
●参与运营路线：一日内可无限次乘坐东京 23 区内
都营巴士。
●售票点：都营巴士车内、都营巴士定期券售票处等。

东京地铁通票（仅限游客）

●参与运营路线：旅行期间的 24 小时～ 72 小时内，
可无限次乘坐都营地铁、东京 Metro 地铁。
●售票点：羽田机场（国际线旅游服务中心）、
成田机场
※为确认外国游客身份请出示护照等。
※也可在东京都内酒店或 Bic Camera 等地点购买

24 小时

48 小时

72 小时

成人 800 日元  儿童 400 日元

成人 1200 日元  儿童 600 日元

成人 1500 日元  儿童 750 日元

❶购买一日乘车券

❷搭乘都营交通

❸在参与店铺出示车票!

❹在约400处地点可享受各类特惠！！

都营一日乘车券

都営まるごときっぷ (Toei Marugoto Kippu)
成人 700 日元　儿童 350 日元
●参与运营路线：一日内可无限次乘坐都营地铁、
都营巴士、东京樱花有轨电车（都电荒川线）、
日暮里 - 舍人线。
●售票点：都营地铁各站售票机、都营巴士 /
电车厢内等

普通票价…地铁：按行车距离计算票价 巴士 : 一律 210 日元

都厅前
20 分钟  220 日元

都营巴士 (業 10)
7 分钟

210 日元

3 分钟  8 分钟

大江户线

16 分钟  220 日元

大江户线 步行

8 分钟  210 日元

都营巴士 (業 10)

上野 -御徒町 浅草

白河清澄 -白河六本木 龟泽四丁目

都营通票如此优惠！！

持都营通票推荐前往的景点示范路线

搭乘都营巴士游玩东京
该网站旨在方便游客搭乘都营巴士进行观光。为游客提供前往都内各观
光景点的都营巴士便捷交通路线等信息。电脑版支持中文（简体字），
智能手机版仅支持日文及英文。
https://www.kotsu.metro.tokyo.jp/bus/routes/sp/

都营交通客服中心
如询问票价、时刻表、失物招领等疑问请致电都营交通客服中心。
电话：03-3816-5700 办公时间：上午 9:00- 晚上 8:00（全年无休）

日文版自动指引界面启动后，按 1 转接提供英文服务的服务人员。

都营巴士运行信息服务　tobus.jp
亦可通过tobus.jp确认都营巴士时刻表、运行路线、车辆接近信息等。
（仅限英文应对）
https://tobus.jp/sp/blsys?ln=en

都营地铁各站车站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口译为您提供服务。

（应对语言为英文、中文、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

车站电话口译服务

Toei_Subway_Free_Wi-Fi
导向语言：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文、日文 

TRAVEL JAPAN Wi-Fi
导向语言：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文、泰文
* 需要下载App

免费 Wi-Fi
（地铁 & 都营巴士）

在外国游客较多的车站及所有巴士车内
均可享受免费Wi-Fi服务。

更多详情请留意传单背面信息。

节省 700 日元 !！

可通过扫二维码快速购买

在都营地铁站内寻找带有如图所示图案的售票机。

选择您的语言之后进行扫码，扫码成功后即可
购买都营通票。

您也可以在日暮里 - 舍人线各车站、都营巴士和东京樱花有轨电车（都
电荒川线）车厢内购买。

1

2

各地铁站内及
火车车厢内
（部分地方暂未覆盖）

Toei_Bus_Free_Wi-Fi
导向语言：英语、中文（简体、繁体）、韩文、日文

在城市巴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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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羽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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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前

E11 A18A17
大江户线

换乘

3 分钟  180 日元

大江户线

3 分钟  180 日元

浅草线

1 分钟

浅草线 步行

押上

A20

东京晴空塔站

东京都厅

这里可免费进入的高层观景台
相当有人气！

上野动物园

东京动物园协会

还毗邻 AMEYOKO 商店街！

浅草寺

照片来源：台东区

洋溢着浓浓日式风格的街区！

东京晴空塔

©TCVB

高达 634 米的世界最高塔！

清澄庭园

©TCVB

附近有许多精致咖啡馆

墨田北斋美术馆

在此博物馆可欣赏到浮世绘
艺术家葛饰北斋的作品

东京塔

©TOKYO TOWER

夜景同样精彩迷人

六本木新城

MINATO PHOTO CONTEST ’ 14

漫步在邻近三大博物馆的
艺术区！

©Forward Stroke

上述示范路线普通票价

    1400 日元

持都营通票

    700 日元

简体中文版

都营交通

陪您畅游

MINATO PHOTO CONTEST ’ 12

照片来源：台东区

©TCVB

©TCVB

Instagram
toeitransportation_official

Facebook
@toeitransportation.eng

Twitter
@toeikotsu_eng

都营社交媒体

都营交通主页

https://www.kotsu.metro.tokyo.jp/ch_k/

东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