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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沖繩單車大賽

TOUR DE OKINAWA
日本最大規模的單車賽事

第29屆
舉行日期: 11月11-12日
項目: 市民競賽 50km / 100km // 挑戰單車 33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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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競賽
50km 市民競賽
日期: 11月11日
參加對象: 高中生以上男子
相比之下較為平坦的路程，入門者也可輕鬆參加。一開始的行程
就是沿著山原地區（沖繩縣北部地域）的美麗海岸線。

100km 市民競賽
日期: 11月11日
參加對象: 高中生以上男子

自位於國頭村的奥起點開始之賽程。許多期許自己可以成為競技水準
的選手都會來參加，並以中距離的賽程為起點積極培養自己的能力。

挑戰單車

沖繩本島一周單車(2天1夜)/336Km
日期: 11月11-12日
參加對象:高中生以上男女，平均時速可達25km以上者
花兩天環繞沖繩本島一周，長距離單車愛好者夢想中的行程。第1天是在有豐富自然
的山原地區（沖繩縣北部地域），行程起伏較大、難度稍高；第2天以中南部為主，
行程經過沖繩的街道、渡假地區的海岸線，富有變化性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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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
Okinawa

費用包括
. 香港航空來回香港至沖繩經濟客位機票 1 張
. 3晚沖繩酒店住宿連早餐 (配合各項目出發地點之酒店)
. 來回沖繩機場及酒店之閒的接送
. 環沖繩單車比賽 2017 參賽資格
. 單車由香港運送至比賽場地之費用

4日3夜

Price Included
. Round 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between Hong Kong and
Okinawa by Hong Kong Airline
. 3 nights Okinawa hotel accommodation with breakfast (match with
the starting point of different event venue)
. Round trip transfer between Naha airport and hotel and transfer
between hotel
. Qualification of Tour De Okinawa 2017
. Bicycle transportation from Hong Kong to Okinawa Venue

Valid for departure
10 – 13 Nov 17

市民競賽 50km
Hotel Name
酒店名稱

Okinawa Sun Coast Hotel
沖繩沖繩陽光海岸酒店

$

Breakfast
早餐

Stay period
住宿日期

✓

10-11Nov

7980

up

Type
種類

Twin Room
雙人房

http://suncoast.okinawa/

Comfort Hotel Naha
Prefectural Hotel
那覇縣廳前舒適酒店

市民競賽
✓

50km

$7980

12Nov

https://www.choice-hotels.jp/naha/

市民競賽 100km / 挑戰單車 336km
Hotel Name
酒店名稱

Okinawa Sun Coast Hotel
沖繩沖繩陽光海岸酒店

Breakfast
早餐

Stay period
住宿日期

✓

10Nov

http://suncoast.okinawa/

大會指定酒店
(與其他同性參加者同房，3-4人一
房)

Comfort Hotel Naha Prefectural
Hotel
那覇縣廳前舒適酒店

✓

11Nov

✓

12Nov

Type
種類

Twin Room
雙人房

市民競賽

100km

$8680

挑戰單車

336km

$8780

https://www.choice-hotels.jp/n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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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詳情
日期
Date

航班編號
Flight

時間
Time

去程

10Nov
(Fri)

HX682

香港 06:55 – 那霸 10:25

回程

13Nov
(Mon)

HX681
(HX657)

那霸 11:55 – 香港 13:55
(那霸 16:00 – 香港 17:50)

*如選擇HX657之參加者需另加機票差額$500

行程
日期 / 時間

流程

11月10日

香港 -> 那霸機場
專車接送前往名護酒店，準備單車大賽!!

11月11日

專車接送 (酒店 – 大會場地 – 酒店)
**336Km 比賽開始**

11月12日

專車接送 (酒店 – 大會場地 – 酒店)
**50Km, 100Km 比賽開始**
專車接送前往那霸酒店

11月13日

那霸市內自由參觀
專車接送到那霸機場
那霸機場 -> 香港
*大會將提供地方予參加者於完賽時洗澡及整理單車。

Remarks

備註
•費用均以成人每位價作為單位(已包括旅遊業議會0.15%印花稅) ，並以
港幣計算
•此套票並不包括機場稅、機場保安費及燃油附加費等稅項。
•機票有效期: 2-7天。
•只適用於香港航空營運之航班。
•所有客人之機位必須以同一紀錄編號(SAME PNR)預訂。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客人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雙人床房(SEMI-DOUBLE)較標準床房細，床闊約4呎，只供二人入住。
•參加者須自行確認本身之自身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參賽，及比賽期間若發
生任何意外，本公司不會承擔任何相關責任。
•產品單張上所有行程或活動若因天氣或其他當地因素所影響而不能出發
，不能退款。

• Above prices are quoted per adult in HK dollars (included TIC 0.15% Levy).
•Airport tax, airport security surcharge, fuel surcharge and other taxes are
NOT included in this package.
•The ticket validity: 2-7 days.
•Valid onHong Kong Airlines Operating flight only.
•Booking MUST be reserved under the SAME record locator (PNR).
•HK Travel Industry Council recommends every traveler to take out the travel
insurance before the journey.
•Semi-double room is smaller than standard twin room. The wide is about 4
feet; the room can accommodate 2 people only.
•Participant should evaluate themselves suitable for the race or not (health
status). If there is any accident happened during marathon,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 All the mentioned itineraries or activities cannot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or other local factors, which is non refundable.

Terms &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
•套票一經確認，概不可更改日期、航線及退款。
•以上費用及條款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客人需持有回港日期起計不少於6個月以上有效護照及入境簽證，本公
司對客人因個人證件所產生之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其他條款按本公司“責任及細則”為準，詳情請與本公司職員索取。

3961 6996

•Package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All price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Passenger’s passport should have at least 6 months validity prior to the
return date and valid traveling visa(s), if applicable. Our company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onsequences.
•All others terms & conditions, please contact our staff for mo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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