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巴士 Hip Hop Bus一天遊】沖繩自由行套票 3-31天
PID4572_LJR03

香港航空 $2,035+
費用包括
* 香港至沖繩來回機票(經濟客位)
* 2晚酒店連續住宿 (早餐安排需視乎個別酒店或房間種類而定)
* 沖繩觀光巴士 Hip Hop Bus B路線
出發日期：01/09/2020至30/09/2020
香港航空
酒店
沖繩

早餐

×

酒店
星级

酒店位置

房間類別

Double (Value-added)
JETSO:
3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房內可任意享用WIFI(部
分日期不適用)

成人(每位)
雙人房(佔半房)

$2,035+

尚有更多其他城市選擇
沖繩

(尚有更多酒店可供選擇，詳情請瀏覽www.wingontravel.com)

Superior Triple (Value added)
JETSO:
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酒店住宿，每房可
享迷你吧內的沖繩Orion啤酒3罐及茶飲3 罐。
(部分日期不適用)
Superior Twin (Value added)
JETSO:
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完成酒店住宿，每房可
享迷你吧內的沖繩Orion啤酒2罐及茶飲2 罐。
(部分日期不適用)

嘉新酒店(Hotel Collective)

√

5

嘉新酒店(Hotel Collective)

√

5

×

3 那霸/首里城/國

×

3

Red Planet Naha Okinawa (沖繩
那霸紅色星球酒店)
Red Planet Naha Okinawa (沖繩
那霸紅色星球酒店)
阿拉馬海納公寓酒店(Ala

Mahaina Condo Hotel)

×

3

際通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Twin Room (Value added)
Double Room (Value added)
Deluxe Triple Room (Value-add)
JETSO:
凡入住酒店客人可任意享用大浴場，詳情請向
酒店職員查詢(部分日期不適用)

阿拉馬海納公寓酒店(Ala

Mahaina Condo Hotel)
Hotel Gracery Naha Okinawa (沖
繩那霸格拉斯麗酒店)
Hotel Gracery Naha Okinawa (沖
繩那霸格拉斯麗酒店)
Hotel Gracery Naha Okinawa (沖
繩那霸格拉斯麗酒店)
水之都那霸酒店(Hotel Aqua
Citta Naha by WBF)

Superior Twin Room (大浴場)
JETSO:

×

3

×

4 那霸/首里城/國

Triple

×

4

Twin

×

4

×

4

Standard Double(Non smoking)

√

5

Ocean View Twin

√

5

City View Triple

凡入住酒店客人可任意享用大浴場，詳情請向
酒店職員查詢(部分日期不適用)
際通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Semi-Double

沖繩北谷希爾頓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Okinawa
Chatan Resort)
沖繩北谷希爾頓逸林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Okinawa
Chatan Resort)
沖繩那霸微笑酒店(Smile Hotel

Okinawa Naha)
沖繩那霸微笑酒店(Smile Hotel

Okinawa Naha)
那霸羅索藝術住宿酒店(Hotel

WBF Art Stay Naha)
那霸羅索藝術住宿酒店(Hotel
WBF Art Stay Naha)

Double (Value-added)
JETSO:
房內可任意享用WIFI(部分日期不適用)
Double (Non-refundable plan)

×

3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

3

那霸/首里城/國
際通

√

3

Double

√

3

Twin
Superior for3 pax(Non smoking) (機場至酒店來
回巴士接送)
JETSO:

沖繩格蘭美爾度假酒店

(Okinawa Grand Mer Resort)

√

4

凡入住酒店，客人可使用機場至酒店來回巴士
接送服務(必須於訂房時一併預訂)。巴士班次請
參考酒店網站(中文): https://www.okinawagrandmer.com/tw/access/ (巴士出發時間有機會
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變更，一切以酒店公佈為準)
(部分日期不適用)
Standard Twin (Non smoking) (機場至酒店來回
巴士接送)

JETSO:
沖繩格蘭美爾度假酒店

(Okinawa Grand Mer Resort)

√

4

凡入住酒店，客人可使用機場至酒店來回巴士
接送服務(必須於訂房時一併預訂)。巴士班次請
參考酒店網站(中文): https://www.okinawagrandmer.com/tw/access/ (巴士出發時間有機會
因實際情況而有所變更，一切以酒店公佈為準)
(部分日期不適用)
自費增值項目

專享特惠

觀光遊

門票

戶外運動

休閒活動

沖繩本島杯裝美食通票【每位】
沖繩那霸人氣日式燒肉店Roins和牛套餐(用餐時間:19:30)【小童-和成人共食套餐】
沖繩那霸人氣日式燒肉店Roins和牛套餐(用餐時間:19:30)【成人】
沖繩那霸人氣日式燒肉店Roins沖繩豬肉套餐(用餐時間:19:30)【小童-和成人共食套
餐】
沖繩那霸人氣日式燒肉店Roins沖繩豬肉套餐(用餐時間:19:30)【成人】
那霸大型水中觀光船Orca號(上午11:45出航)及包Nest Hotel自助午餐1頓【6至11歲小
童】
那霸大型水中觀光船Orca號(上午11:45出航)及包Nest Hotel自助午餐1頓【成人】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齋場御嶽+知念岬+琉球玻璃村+Ashibinaa Outlet 巴士一天團 (逢
星期一、二、四、六出發)【3至11歲小童】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齋場御嶽+知念岬+琉球玻璃村+Ashibinaa Outlet 巴士一天團 (逢
星期一、二、四、六出發)【成人】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古宇利島+萬座毛+名護鳳梨公園巴士一天團【3至11歲小童】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古宇利島+萬座毛+名護鳳梨公園巴士一天團【成人】
瀨長島日落溫泉及BBQ半天團【4至11歲小童】
瀨長島日落溫泉及BBQ半天團【成人】
賞鯨之旅 - 那霸出發及到達 (13:30出發)【6至12歲小童】
賞鯨之旅 - 那霸出發及到達 (13:30出發)【成人】
【沖繩本島】迷你樂遊美麗海通票(沖繩美麗海水族館+11處景點(自選4個景點)) 【成
人】
【沖繩本島】迷你樂遊美麗海通票(沖繩美麗海水族館+11處景點(自選4個景點)) 【6至
11歲小童】
名護自然動植物公園一日門票【4至11歲小童】
名護自然動植物公園一日門票【成人】
沖繩名護鳳梨園門票+1份鳳梨霜淇淋【6至11歲小童】
沖繩名護鳳梨園門票+1份鳳梨霜淇淋【成人】
名護3項水上活動 (潛水船出發時間: 10:30)【3歲以上人士】
恩納村海底漫步體驗 (10:00am)【10歲至59歲人士且肩寬需達35cm以上】
沖繩慶良間諸島浮潛體驗1日遊【6-11歲小童】
沖繩慶良間諸島浮潛體驗1日遊【成人】
藍洞立槳衝浪(SUP)【6至59歲人士】(每位)
沖繩烹飪課及市場導覽 (沖繩炒苦瓜套餐)【2至11歲小童】
沖繩烹飪課及市場導覽 (沖繩炒苦瓜套餐)【成人】
玉泉洞王國村入場券及風獅子陶器製作體驗【4-11歲小童】
玉泉洞王國村入場券及風獅子陶器製作體驗【成人】
首里琉染體驗 (體驗時間: 日本時間14:00)【小童】
首里琉染體驗 (體驗時間: 日本時間14:00)【成人】

交通接駁

3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4大2小行李箱
3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4-5人
/ 行李數量：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3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S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2大1小行李箱
3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5-6
人 / 行李數量：2件大型、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3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7-8
人 / 行李數量：4件大型、4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4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4大2小行李箱
4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4-5人
/ 行李數量：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4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S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2大1小行李箱
4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5-6
人 / 行李數量：2件大型、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4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7-8
人 / 行李數量：4件大型、4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5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4大2小行李箱
5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4-5人
/ 行李數量：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5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S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乘車人數: 5人 / 行李
空間: 2大1小行李箱
5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A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5-6
人 / 行李數量：2件大型、2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5天沖繩自駕出租汽車(WB組別車輛) / 取車及還車點: 那霸機場 / 推薦乘車人數: 7-8
人 / 行李數量：4件大型、4件中型和2件小型行李箱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6-11歲小童】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成人】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沖繩都市單軌電車1日通票【6至11歲小童】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沖繩都市單軌電車1日通票【成人】

產 品條款
1. 此價目表的所有價格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只作參考之用，價格可能因外幣、機票、酒店價格浮動而更
改，而酒店額外優惠（JETSO）亦會因應酒店提供而更改，確定套票價目和酒店額外優惠（JETSO）均以系統
報名當時為準。
2. 日本酒店：Semi Double Room之面積較雙人房為細；Semi Double房內只提供1張約 4尺闊的床，而SemiTwin 房內只提供1張單人床及1張梳化床(SOFA BED)﹔此兩種房間均一律不設加床並只限2位客人入住，
而2至11歲小童入住均須付佔半房價錢，敬請留意；另“雙人房+加床”為2張單人床或1張雙人床加床，而加床
通常為單人床或滾移式摺疊床或沙發床。
3. 台灣酒店：按酒店條款規定，小童價目只適用於身高不超過100厘米之2至11歲小童；否則必須以加床或佔
半房價錢收費；若有未經本公司申報之小童入住，酒店會拒絕讓所有同行旅客入住，所有已繳付之費用亦不
予發還，顧客須自行承擔有關責任。
4. 如2人或以上於同一機票訂位內訂位，所有旅客必須於去程及回程時一同辦理登機手續及所有行程、航班
必須相同。若屆時其中一位旅客未能如期出發，將會影響其同行旅客亦不能出發。
5. 根據個別國家酒店規定，如顧客未滿18歲而未有父母同行，其訂房須待酒店覆核及回覆作實，否則須取
消訂位。
6. 每房需最少一位客人持有有效香港特區(SAR)或英國海外(BNO)護照入住。

7. 入住單人房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如產品註明是最少2位成人同行，該產品必須最少2位成人同行並各佔
一單人房。
8. 每房最多可容納3位成人或2位成人+1位小童入住，Semi Double Room或特別注明除外。
9. 「自費增值項目」的可供訂購日期及價格以網上資料/報名時為準。
10. 以上行程安排一經確定，恕不退款或作任何更改。
11. 以上價目不包括任何機場稅、機場安檢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應付稅項；如航空公司調整有關之燃油附
加費，客人須補回或可取回差額。(此稅項另加每位全程$40手續費)
12. 以上酒店星級僅供參考。
13. 確保消費者權益，詳情請參閱機票+酒店套票報名及責任細則。
更新日期：17/08/2020 牌照號碼: 350074
參考編號：PID4572_LJR03-20200817-2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