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 月 13 日 

Greater Tokyo Pass 協議會 

 

 

  

 

 

 

  

 

Greater Tokyo Pass 協議會是關東鐵路及客運業者共 44 家業者加盟的團體，由於遊客訪日跡象

漸漸復甦，加上預計春節時期會有更多訪日需求，本協議會將配合該時期，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

(五)推出延長有效期間的新「Greater Tokyo Pass」及僅供使用於鐵路的「Greater Tokyo Pass 

(Railway Only)」。本「Greater Tokyo Pass」是專為訪日外國旅客規劃的乘車票券，可無限次搭乘

使用區域內的鐵路、路面電車以及一般巴士路線。 

 

這次的票券改版方更新案中，可搭乘鐵路、巴士的「Greater Tokyo Pass」價格維持不變，但有

效期間從 3 天延長至 5 天，變得更為划算，對於長期滯留的遊客使用上來說也更加方便。此外，

為了配合不同的旅遊方式，我們將推出新型票券「Greater Tokyo Pass (Railway Only)」，該票券可

在有效期間 3 天內任意搭乘使用區域內的鐵路，支援遊客各式各樣的旅遊需求。 

 

上一次 2020 年 4 月 1 日的改版更新方案中，為了提升遊客的使用便利性及緩解轉乘交通工具

時的擁擠狀況，將紙本票券改成 IC 卡車票，這次推出的 2 種商品也會搭載於提供給短期訪日外國

遊客使用的乘車卡「PASMO PASSPORT」中。經過以上變更，遊客除了可順暢搭乘能使用 Greater 

Tokyo Pass 的鐵路與巴士，即使遇到非 Greater Tokyo Pass 的加盟業者，只要是能使用乘車卡的

鐵路或巴士，都會自動進行精算支付費用。此外，乘車卡不僅可搭乘交通工具，還能當作交通類電

子錢包，在商店等場所購物，一卡在手，便能在日本享受便利的旅遊時光。 

 

Greater Tokyo Pass 協議會今後亦將持續精進，讓訪日外國遊客舒適、划算地享受關東地區的旅

遊。 

 

詳細內容如附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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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示意圖 



附  頁 

關於 Greater Tokyo Pass 改版更新 

 

１. 開始發售日 

2023 年 1 月 20 日(五) 

 

２. 銷售價格(含稅) 

(1)Greater Tokyo Pass(鐵路・巴士) 

大人 7,200 日圓、兒童 3,600 日圓 

(2)Greater Tokyo Pass(僅限鐵路) 

大人 6,000 日圓、兒童 3,000 日圓 

※未持有 PASMO PASSPORT 的遊客，須另行支付卡片發行手續費 500 日圓(含稅)。此外，部

分交通機構有可能要求事先儲值 1,500 日圓。 

 

３. 有效期間 

(1)Greater Tokyo Pass(鐵路・巴士) 

自使用當日起算 5 日內有效 

(2)Greater Tokyo Pass(限搭鐵路) 

   自使用當日起算 3 日內有效 

 

４. 銷售對象 

僅限訪日外國旅客 

 

 



５. 銷售方法 

(1)未持有 PASMO PASSPORT 的遊客 

PASMO PASSPORT 僅在以下場所販售。購買時需出示護照，以確認是否為訪日外國遊客。

部分售票處可在購買時選擇開始使用日期為「當日」或「次日」。此外，已持有 PASMO 

PASSPORT 的遊客可以只購買 Greater Tokyo Pass。 

機場 

● 成田機場 

・SKYLINER & KEISEI INFORMATION CENTER 

・京成線 成田機場站  

・京成線 機場第 2 航廈站 

● 羽田機場 

・Keiky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Haneda Airport Terminal 3) 

・京急線 羽田機場第 1・第 2 航廈站 

・京急線 羽田機場第 3 航廈站（2 樓驗票口） 

地區 站名 單位 銷售地點 

 

 

 

東京 

23 區 

 

 

 

 

飯田橋站 

東京 metro 

定期券售票處 

池袋站 定期券售票處（丸之內線／有樂町線） 

上野站 定期券售票處 

上野御徒町站 

東京都交通局 遊客服務中心 新橋站 

新宿西口站 

大手町站 

東京 metro 定期券售票處 

銀座站 

品川站 京急電鐵 高輪口驗票口 



 

 

東京 

23 區 

澀谷站 東急電鐵 WANDER COMPASS SHIBUYA 

新宿站 

東京 metro 定期券售票處 

高田馬場站 

明治神宮前 

〈原宿〉站 

神奈川縣 橫濱站 京急電鐵 中央驗票口 

(2)持有 PASMO PASSPORT 的遊客 

已持有 PASMO PASSPORT 的遊客，可在以下販售場所購買。部分販售場所可在購買時選

擇開始使用日期為「當日」或「次日」。※購買時為了確認是否為本人，可能會需要出示護

照以供查證。 

地區 站名 單位 販售場所 

 

 

 

 

 

東京 

23 區 

 

 

 

 

 

池袋站 

西武鐵道 西武遊客服務中心池袋 

東武鐵道 TOB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IKEBUKURO 

澀谷站 京王電鐵 中央口 驗票口 

新宿站 

小田急電鐵 小田急旅行中心新宿西口 

京王電鐵 西口 驗票口 

西武新宿站 西武鐵道 特急券售票處 

淺草站 東武鐵道 TOBU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ASAKUSA 

都營地下鐵各站 

東京都交通局 

自動售票機  

※除押上站、目黑站、白金台站、新宿線新宿站 

日暮里／舍人 

Liner 部分站 

部分自動售票機（日暮里站、西日暮里站、熊野前站、

扇大橋站、江北站、西新井大師西站、舍人公園站、

見沼代親水公園站） 



 

東京 

23 區 

東京metro各站 東京 metro 

自動售票機 

※除日比谷線北千住站、中目黑站、中野站、 

西船橋站、代代木上原站、和光市站、 

半藏門線澀谷站、副都心線澀谷站、目黑站 

 

６. 可使用區域 

 (1)Greater Tokyo Pass(鐵路／巴士) 

13 家機構的鐵路、路面電車以及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 31 家一般巴士路線。 

(2)Greater Tokyo Pass(限乘鐵路) 

13 家機構的鐵路、路面電車 

※詳細內容請參閱參考資料 1 和 2。 

 

７. 使用方法 

(1)鐵路 

請使用自動驗票口。 

(2)路面電車／一般巴士 

下車付費的路線，請於上車時在入口附近的讀卡機感應卡片，下車時再至收費箱附近的讀卡

機感應卡片。 

上車付費的路線，請至收費箱附近的讀卡機感應卡片。 

※部分車輛未裝設讀卡機，請向車掌出示 PASMO PASSPORT 和購買證明(外觀類似紙本收

據的購買證明)。 

※為了確認是否為本人，可能會需要出示護照以供查證。 

 

 

 



８. 退款 

僅限未使用本服務前且在有效期間內，至原購買處出示 PASMO PASSPORT 和購買證明，

扣除退款手續費(220 日圓)後將退還餘額。 

 

９.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更新改版後，將提供英文、繁體中文、簡體中文、韓文等 4 種語言服務。 

 

網站連結  https://greater-tokyo-pass.jp/ ※預計於 2023 年 1 月 18 日 10 點更新 

 

※PASMO 為株式會社 PASMO 的註冊商標。 

 

以  上 

 

 

 

 

 

  



參考 1 

 

關於「Greater Tokyo Pass」可使用之區域 

● 13 家機構的鐵路、路面電車 

小田急全線、京王全線、京成全線(註)、京急全線、相鐵全線、西武全線、東急全線、東京 metro

全線、都營地下鐵全線、Tokyo Sakura Tram(都電荒川線)、日暮里–舍人線、東武全線、港未來

線、橫濱市營地下鐵全線、百合鷗全線 

※若為搭乘付費特急列車、指定座位列車等，須另行付費。 

(註)搭乘京成線時，若乘車區間包含成田 Sky Access(京成高砂站～成田機場站間)，將僅能在以

下區間使用。 

①除本總線區間(京成高砂站～印旛日本醫大站間)外之京成線各站與成田湯川站、機場第 2

航廈站或成田機場站之間 

②印旛日本醫大站～成田湯川站～機場第 2 航廈站～成田機場站各站之間 

 

● 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 31 家機構的一般巴士路線 

都營巴士、東急巴士、京王電鐵巴士、關東巴士、西武巴士、國際興業、小田急巴士、京濱急行

巴士、京成巴士、東武巴士 Central、日立自動車交通、東急 TRANSSES、京成 Town 巴士、京

王巴士、橫濱市營巴士、神奈川中央交通、川崎市營巴士、相鐵巴士、神奈川中央交通西、神奈

川中央交通東、阪東自動車、東京 Bay City 交通、千葉海濱交通、千葉 City 巴士、東武巴士

West、茨城急行自動車、川越觀光自動車、朝日自動車、西武觀光巴士、國際十王交通、東京

BRT 

※指定座位巴士(高速巴士、機場接駁巴士、定期觀光巴士等)、深夜急行巴士、各地方政府的社

區巴士、以及非適用本服務之巴士業者共同運行系統等部分路線，恕無法使用本服務。 



參考 2 

 



參考 3 

 

關於 Greater Tokyo Pass 協議會 

１. 組織名稱 

Greater Tokyo Pass 協議會 

２. 成  立 

2018 年 2 月 28 日 

３.  會  長 

櫻井 和秀(京濱急行電鐵株式會社  董事長 常務執行董事 鐵道本部長) 

４.  加盟機構(2023 年 1 月 20 日時) 

● 鐵道業者(13 家機構) 

小田急電鐵株式會社、京王電鐵株式會社、京成電鐵株式會社、京濱急行電鐵株式會社、相模

鐵道株式會社、西武鐵道株式會社、東急電鐵株式會社、東京地下鐵株式會社、東京都交通

局、東武鐵道株式會社、橫濱高速鐵道株式會社、橫濱市交通局、株式會社百合鷗 

● 巴士業者(31 家機構) 

東京都交通局、東急巴士株式會社、京王電鐵巴士株式會社、關東巴士株式會社、西武巴士株

式會社、國際興業株式會社、小田急巴士株式會社、京濱急行巴士株式會社、京成巴士株式會

社、東武巴士 Central 株式會社、日立自動車交通株式會社、株式會社東急 TRANSSES、京成

Town 巴士株式會社、京王巴士株式會社、橫濱市交通局、神奈川中央交通株式會社、川崎市

交通局、相鐵巴士株式會社、神奈川中央交通西株式會社、神奈川中央交通東株式會社、阪東

自動車株式會社、東京 Bay City 交通株式會社、千葉海濱交通株式會社、千葉 City 交通株式

會社、東武巴士 West 株式會社、茨城急行自動車株式會社、川越觀光自動車株式會社、朝日

自動車株式會社、西武觀光巴士株式會社、國際十王交通株式會社、東京 BRT 株式會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