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帝喜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2019 MotoGP 第16站 日本茂木站
 團號：TYOJS191018A

 出發日期：

2019/10/18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09/20

 售價：

大人

NT$38,900

 每人訂金：

NT$16,000

 團費說明：

全程指定單人住房，須補足單人房差NTD6,000。

 不含項目：
不含小費

 優惠方案
觀賽票券可加價升級 (行程含自由席票券)
2019 MotoGP 日本站 - 自由席升等A區指定席 成人票 $2,500
1. ** 指定席票券，一經訂購，視為正式購買，不論成團與否，不可退票。
2. 此票券為兩日券 (排位賽+正賽)。
3. 售價含日本新制消費稅+國際郵資

2019 MotoGP 日本站 - 排位賽 PADDOCK 通行證 成人票 $4,700
2019 MotoGP 日本站 - 正賽 PADDOCK 通行證 成人票 $5,100
1. * PADDOCK & PITWALK 通行證 : 一經訂購，視為正式購買，不論成團與否，不可退票。
2. Paddock為連接PIT區與選手休息區之間的通道，是可向喜愛車手拍照、索取簽名的最佳場所。
3. 特別提醒，購買此通行證不保證一定可以取得簽名與合影。
4. 這部分得視當天車手狀態與車輛設定是否完善 = 影響車手心情的因素。
5. 此通行證為一日券。
6. 售價含日本新制消費稅+國際郵資

2019 MotoGP 日本站 - 排位賽 PITWALK 通行證 成人票 $1,020
2019 MotoGP 日本站 - 正賽 PITWALK 通行證 成人票 $1,220
1. * PADDOCK & PITWALK 通行證 : 一經訂購，視為正式購買，不論成團與否，不可退票。
2. PITWALK為連接PIT區與賽道之間的通道，是於特定時段進入，近距離欣賞MotoGP廠車。
3. 特別提醒，此通行證為一日券。
4. 售價含日本新制消費稅+國際郵資

*請注意! 5月3日以前加購價格為特別優惠價，優惠期間以外者適用上述價格。敬請見諒。

 行程說明

【MotoGP】
一個仍完整保留內燃機精神的賽車運動。
一個跨越三大洋四大洲的全球性體育賽事。
每年只有22位選手能參加。
在全年度19場分站賽事中。
選手們駕駛著極速可達350 km/h 的摩托車上。
與其他來自世界頂級的摩托車運動員同場較勁。
只為爭奪一個榮耀。世界冠軍。
每一個彎、每一段直線、每一個失誤。
都緊緊牽動著滿場破萬觀眾的心。
他不是過去的GP500系列賽事。
他是。MotoGP。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長榮航空

BR184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0/18 08:00

東京成田機場

2019/10/18 12:25

5

長榮航空

BR183

東京成田機場

2019/10/22 13:25

桃園國際機場

2019/10/22 16:05

 每日行程

第1天

桃園機場→東京成田機場→RICOLAND 水戶店→7-11或高速公路服務區購買補充品→晚餐→飯店

抵達東京成田機場後，搭乘高速巴士前往RICOLAND 水戶店，途中前往 7-11或高速公路服務區購買補充品；前往晚餐用餐地點，餐後前往飯
店，晚間自由活動。

【RICOLAND 水戶店】
日本大型連鎖摩托車周邊商品量販店。而水戶店更是東日本最大的摩托車周邊綜合量販店。
裡面從車用的改裝品，大如 避震器、排氣管、煞車卡鉗，小到車身貼紙、握把等...
眾多品牌進駐，在這裡你可以一次採購齊全。
此外，騎士本身使用的人身部品，在這裡更是多到讓人眼花撩亂。不論是安全帽、皮衣、手套、車靴、護具，全都一應具全。
不分男女，騎士們皆能在此找到適合自己的人身部品，店內不定時舉辦特賣會，除既有折扣外，還能退稅呢。



早餐： -- X
午餐： 含餐 機上餐點
晚餐： 含餐 日式拉麵 或 日式簡餐

第2天



笠間 友部城市飯店或同級

飯店出發 → 茂木賽車場 2019 MotoGP 日本站 (排位賽) → 夜間參與官方前夜祭 → 返回飯店

飯店出發，前往茂木賽車場觀賞2019 MotoGP 日本站【排位賽】
賽事舉辦期間，賽場內有眾多攤位販售賽事ONLY紀念品，以及各選手贊助品牌攤位販售相關周邊商品，若你是兩輪愛好者，這裡肯定是天堂。

【茂木賽車場】
Twin Ring Motegi賽車場的主要活動就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摩托車錦標賽 (Moto GP)。
除了精彩賽事，這座賽車場也提供其他適合各年齡層遊客的活動設施與景點；例如: 本田賽車博物館、賽道漫步以及孩子們的大自然教室
HELLOWOODS 等豐富內容。
賽事期間，賽場內有眾多賽事活動紀念品攤位以及各選手的贊助商攤位，Twin Ring Motegi賽車場可以說是全球賽車迷的必訪之地。

※排位賽當天期程依大會公布為主，過往通常是上午舉行排位賽，下午則是舉辦官方簽名會，傍晚開始則有盛大的賽前祭，讓車手跟車迷們近
距離的接觸。
※想要找喜愛車手簽名的你，可別忘了盡早購買周邊商品，晚了不是缺碼就是沒貨歐



第3天

早餐： 含餐 機上餐食
午餐： -- 敬請自理
晚餐： -- 敬請自理



笠間 友部城市飯店或同級

飯店出發 → 茂木賽車場 2019 MotoGP 日本站 (正賽) → 賽後返回東京 → 晚間自由活動

飯店出發，前往茂木賽車場觀賞2019 MotoGP 日本站【正賽】

【觀賽重點】
【MM93】挾著七個世界冠軍，強烈來勢，日本站時究竟是要準備迎接生涯第8個世界冠軍? 還是說會遭遇刺客伏擊?

【AD 04】在2018年以總積分245分(年度第二) 的姿態結束，期間多次攻克MM93站上分站第一，2019相信他會是很有競爭力的刺客之一。

【JL 99】繼DP26引退後，成為REPSOL HONDA廠隊的第二位選手，生涯已有5座世界冠軍頭銜的他，是否有效掌握本田戰車，成為今年度觀
賽重點之一。

【MV12】2018年飽受電控及牽引力不協調之苦的他，在揮別首席技師長後，賽前測試階段似乎對新的M1是否有競爭力給予正面評價，相信今
年日本站會見分曉。

【VR46】今年邁入不獲之年的老猴王，雖說身披9座世界冠軍頭銜，但最近一次已是2009年；縱使去年的山葉雖相當不給力，但猴王亦能在未
得任何一場分站冠軍的情況下站穩年度第三名(原本年度第二，馬來西亞站轉倒，遭隊友逆轉)。相信在新戰車的加持下，老猴會繼續身披藍色戰
衣奮戰下去。
有人說MM93是MotoGP世界冠軍，我說VR46就是MotoGP。



早餐： 含餐 飯店早餐
午餐： -- 敬請自理
晚餐： 含餐 日式拉麵 或 日式簡餐

第4天



有明燦路都大飯店或同級

全日自由活動

兩輪愛好者來東京必剁手名店
◆原宿 FanClub 46：
羅西官方直營周邊商品專賣店；日本店是暨義大利Tavullia 總店、捷克布拉格2號店後，全亞洲唯一官方直營店，裡面有需多羅西周邊商品，除
了有跟義大利總店同步
的商品外，當然也少不了日本限定紀念商品。如果你身為VR46的車迷，前去剁手也不為過。

◆摩托車一條街：
位於東京精華地段的上野區，搭山手線從上野站下車，從廣小路口出站，出站後從左手邊的天橋上去，朝橘色拱門方向前進，通過拱門右轉下
天橋，步行約50公尺就會抵達。
必剁名店：RABEE (TA：SHOEI安全帽、過季人身部品) / UPC (TA：Arai授權經銷商，款式較齊全) / COMECOME(TA：日系人身部品品牌齊
全)

◆連鎖部品店：
一、Naps：折扣最大，店員大多不諳中文，可退稅，有EMS。 (足立店、練馬店)
二、RICOLAND：人身部品相當齊全，改裝品種類繁多，折扣普普，用英文可基礎溝通，可退稅。 (東雲店)

三、DriveStand：民生百貨與機車用品合一的店家，人身部品齊全，折扣多，改裝品幾乎沒有，退稅不一定。(大衫店 有免稅、船橋店 無免稅)
四、南海部品 : 人身部品、改裝品充足，日本國內品牌大多有折扣，可退稅。(南東京店)



早餐： 含餐 飯店早餐
午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第5天



有明燦路都大飯店或同級

上午自由活動(交通自理) →回飯店集合→ 東京成田機場/桃園中正機場

上午自由活動。為避開人潮，可早起前往市區著名景點拍照留念。
飯店大廳集合，可於早上出門前，先行將行李整備完成。
搭乘高速巴士前往成田機場，返回台灣。



早餐： 含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含餐 機上餐點
晚餐： -- X

 其他說明
團票說明
■費用包含：
1. 台北 / 東京 來回機票。
2. 住宿四晚 (二人一室)。
3. 東京-茂木-東京 巴士往返 費用。
4. 飯店 到 機場 巴士 費用。
5. 第一日、第三晚 晚餐
6. 兩日自由席門票
7. 旅行社責任險500萬+20萬醫療險。
8. 兩地機場稅、燃油費。

■費用不包含：
1. 五日中餐 : 方便欣賞賽事，敬請自理
2. 行程中註明自費之景點門票
3.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食、酒類、私人購物費…等3.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食、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4. 賽事期間的 "指定席次門票"、"PADDOCK 通行證"、"Pit WALK 通行證"
5. 五日小費 (每人250元*5日)

出團備註

■團費：NT$38,900(每人)

■住宿說明
住宿以兩人一室分配 (兩小床)，若指定單人住房，須補足單人房差NTD6,000。
**單人報名如團體成行最後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別之旅客，須另支付單人房差**

■注意事項
1. 成團人數：30名 。若未達成團人數，將修改成團人數與價格。(此行程與東南旅遊共同販售)
2. 由於出發日期正值日本舉辦國際賽事期間，故飯店、機位有限，請於報名時立即付訂金，以保留活動參與資格。
3. 賽事門票，一經訂購即無法退票退款。如有同賽事其他區域票券需求，請於訂購時先行備註說明。
4. 正式報名後，如遇其他不可抗之因素，以致無法實際參與行程，將依定型化契約書上說明，扣除必要之費用 (ex. 住宿費、賽事票券) 後，予以退
費。
5. 賽車活動現場分貝數較高，長時間身處高分貝環境，可能對聽力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本活動建議年滿7歲以上參與，7歲以下成員參與，其法定
代理人須簽署切結書。
6. 價格會依照實際使用航班而所變動，若有變動專員會立即主動連絡通知。
7. 報名時請一併提供護照影本，並提出所需賽事觀賽區域票券
8.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旅遊手冊之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9.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10.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報名時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11.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友之身心、健康狀況
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12.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7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
據，敬請諒解。
13.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14.凡舉任何優惠項目均屬限時限量，正確內容、價格及出發日期，以報名當下實際銷售狀況為主，本公司保留活動內容修改、解釋及終止之權利。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19/05/22
世帝喜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0661100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02號
聯絡電話：(02) 25683877

https://jtbtaiwan.voyage.com.tw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1567號

地址：台北市Zhongshan N. Rd.中山北路2段60號8樓

服務信箱：outbound.tw@jtba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