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本 5 天 4 晚酒店自悠行 

Kumamoto 5 Days 4 Night Package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02/12/18 – 24/2/19 <逢星期日出發> 

^日本公眾假期於 27/12 – 31/3 期間: 2018: 23/12, 24/12, 2019: 01/1, 14/1, 11/2, 21/3 <只供參考> 

建議行程: 第 1 天  香港 熊本，熊本機場<乘專用免費接駁巴士直達酒店>  菊池格蘭大飯店。 

第 2 天: 格蘭登大飯店旁有菊池市民廣場<菊池温泉・市民広場前>乘巴士線<北 1 / 北 3> 於熊本駅前下車  

<約 1 小時 10 分鐘>步行 2 分鐘至熊本新飯店。 

第 3 -4 天: 自由活動。 

第 5 天: 熊本新飯店歩行 3 分至通町筋公車站乘九州產交「機場穿梭巴士」直達機場<約 1 小時>  熊本機場  香港。 

 

 

 

 

 

 

 

 

 

 

 

 

  

香港熊本 UO516 0755/1200 

熊本香港 UO517 1255/1550 

Tour Code:UO_KMJ5D4N_Dec18-Feb19 Updated on 27Nov18 

第 1 晚指定酒店名稱 房種 
第 2-4 晚 <3 晚> 

指定酒店名稱 
房種 住宿日期 早餐 

成人/小童 

雙人房 單人房 第 3 位 

Kikuchi Grand Hotel 3* 

菊池格蘭大飯店 

酒店不適用於 25/12 - 03/1 

本館 

和室客房 

The New Kumamoto 4* 

熊本新飯店 
標準客房 02/12 – 28/2  4899 5499 N/A 

Hotel Extension night 延長酒店住宿收費表 

Hotel Name 

酒店名稱 

Room type 

房種 

Hotel stay 

住宿日期 

Breakfast 

早餐 

Extension (Per night) 延長住宿(每房位晚) 

Twin 雙人房 Single 單人房 3rd Person 第 3 位 

Kikuchi Grand Hotel 3* 

菊池格蘭大飯店 
http://www.kikuchi-grandhotel.jp 

酒店不適用於 25/12 - 03/1 

本館 

和室客房 

至 28/2  1000 790 N/A 

Surcharge of SGL HK$160, TWN HK$320/room/night for staying on SAT – SUN & Holidays Eve. 

Hotel dinner supplement charge HK$250 per person per night. 

酒店設大浴場，著名<菊池之湯>及<大正ロマン酒樽風呂>, WIFI 只適用於酒店大廳及前台 

The New Kumamoto 4* 

熊本新飯店 
JR 熊本站前, 歩行 3 分通町筋公車站 
https://www.thenewkumamoto.jp/ 

標準客房 

至 28/2  1370 810 N/A 

Surcharge of SGL HK$170, TWN HK$330/room/night for staying on Holiday Eve. 
(except below Special Holidays ) 

Surcharge of SGL HK$420, TWN HK$800/room/night for staying on 31/12 – 01/1,  
04-10/2, 16/2, 24/2  

預訂時必須收取全費! 

Airfare Surcharge 機票附加費:        per person in HK$/每位收費以港幣計 

Departure date Hong Kong Express Flight Pattern  Booking Class Ticket Validity Surcharge 附加費 Remark 

出發日期 香港快運航班  訂位 機票有效期 Adult 成人 Child 小童 備註 

02/12/18 - 24/2/19 HKG-KMJ- HKG 香港至熊本至香港 
V (GV1) 

0-12個月 
0 0 

訂位後 24 小時內出票 

T (GV1) 350 350 

 

http://www.kikuchi-grandhotel.jp/
https://www.thenewkumamoto.jp/


  

 

  

 

Package Inclusion: 套票包括

 Roundtrip economy class air ticket Hong Kong & Kumamoto on Hong Kong 
Express (included 20Kg baggage allowance) 

 4 night accommodation with breakfast 
 0.15% TIC Levy  

 香港快運來回香港至熊本經濟客位機票乙張。 

<包每位 20KG 寄艙行李。> 

 4 晚酒店住宿含早餐  

 0.15%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Terms &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

- Child sharing existing bed is on request basis and the price will be quoted if the 
hotels acceptance.     

- Flights and room confirmation ar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 Package is non-endorsable, non-reroutable and non-refundable.  
- Prices quoted are on per person basis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 Package valid for Hong Kong residence only 
- Hotel stay must be completed on or before 28Feb, 2019. 
- Hong Kong airport security charge, departure airport taxes and all surcharges are 

not included.   

- 小童不佔床，要視乎酒店而定； 需另行報價。

- 所有預訂須視乎酒店及機位情況方能確定。

- 旅遊套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更改，轉讓或退還款項。

- 費用以每人計算，費用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 套票價錢只適用於香港居民。

- 酒店住宿必須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或以前完成。 

- 費用不包括香港機場保安稅，各地機場離境稅及其他稅項。

 

熊本縣北免費接駁巴士<香港快運航班專用> 試運日期:由 12 月 2 日至 3 月 3 日  

注意事項: 全車提供無線網路，讓您乘車時也能輕鬆上網搜尋旅遊資訊。接駁巴士採完全預約制，如無事前預約，恕不接受

搭乘，敬請諒解。僅限搭乘熊本⇔香港航班的旅客用。 

如在截止日前無人預約，接駁巴士將不運行。接駁巴士僅停靠乘客預約的停靠站。預約期限為乘車日 4 天前為止。 

詳情及預約，請參閱官方網頁: http://www.kumamotodentetsu.co.jp/kenhoku_shuttlebus/zh 
 

 

 

  

 

 

 

 

 

 

 

 

 

 

 

 

 

 

 

 

 

 

 

 

 

 

 

 
 
 
 
 
 

熊本縣北免費接駁巴士時間表 <配合香港航班 週四、日 > 

路線/地點 熊本機場玉名駅 

熊本機場 13:30 - 

菊池格蘭大飯店 14:15 (45 分鐘) 

菊池市民廣場 14:20 (5 分鐘) 

水邊 Plaza Kamoto 14:35 (15 分鐘) 

山鹿市役所 14:55 (20 分鐘) 

道之驛 KIKUSUI 菊水浪漫館 15:20 (25 分鐘) 

司皇家酒店 15:35 (15 分鐘) 

玉名駅 15:40 (5 分鐘) 

http://www.kumamotodentetsu.co.jp/kenhoku_shuttlebus/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