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瀨戶內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 2022

大會特色

日本唯一封閉高速公路所進行的自行車大會
所有路線均包含騎行在連接島嶼與島嶼間各具特色的跨海大橋、以及一般高速公路路段、

讓您享受在原本只有汽車才能行駛的道路上開闊感十足的騎行樂趣。

能夠在已開放使用的高速公路上舉辦的自行車大會全日本僅有「CYCLING SHIMANAMI 2022」才可體驗。

在聞名世界的自行車道上舉辦的國際自行車活動
「瀨戶內島波海道」在 2019 年 11 月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自行車道」、這是個以這條代表日本、名譽世界的自行車

道為舞台、招攬海內外 7000 名參加者舉辦國際自行車大會。活動中可騎車橫渡平靜美麗、小島點在、風光明媚瀨戶內

海上的島波海道自行車道、這裡同時也是聞名世界的「自行車聖地」。

A路線的參賽名額＋為參加比賽的各位準備的福山地區酒店＋專用接駁巴士的優惠套餐！

住宿2晚 或 住宿1晚
（含早餐）

專用接駁巴士　
包含行李寄存服務

請在報到時寄存您的行李。我們會將您的行李寄送到終點。

多項選擇 ※須額外付費
① 自行車運送（包含自行車箱子）
　　【從福山車站附近的簽到處送到集合地點（向島）】

② 自行車運送（包含自行車箱子）
　　【從終點送到您所登錄的在日本地址】

③ 租賃山地自行車

④ 租賃電動自行車 (E-BIKE)

10/30 （星期日）早餐便當

10/31 （星期一）在酒店享用

住宿優惠套餐

僅限在日外國人更新版 ※此項目雖然面向在日外國人，外國人參加者可攜帶同等人數日本人參與。
　同行日本人若未滿 18 周歲不計入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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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以上、可自立騎行、並曾於其他自行車大會中完騎與這次參加路線同距離者。

欲知更多詳情，

請瀏覽瀨戶內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 2022 的官方網站。

https://cycling-shimanam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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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酒店後請自行移動到下一個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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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市内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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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島運動公園）

集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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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戶內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2022瀨戶內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2022

濑户内岛波海道
·

国际骑行大会 2022

濑户内岛波海道
·

国际骑行大会 2022

賽道專用接駁巴士 賽道專用接駁巴士

〈2晚住宿套餐〉

〈1晚住宿套餐〉

在福山市內住宿（包含早飯）

在福山市內住宿（包含早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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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福山站附近

進行大會報到

傳單

大會翌日大會翌日

A路線
約 70km
A路線
約 70km

大會參賽名額

（A路線）



具體內容 

既定酒店内容

既定酒店

福山新城寶館（單人房·雙人房·雙人床房）

① 自行車運送（包含自行車箱子）
　  【從福山車站附近的報名處送到集合地點（向島）】

株式會社 JTB廣島分店
營業4課

瀨戶內島波海道·國際自行車大會 2022 募集型旅遊負責人

“瀨戶內島波海道 2022 在日外國人招攬業務” 從廣島縣外包由 JTB 廣島分店執行

電子郵箱：enjoy-setouchi@jtb.com

地　　址：廣島縣廣島市中區紙屋町 2-2-2

營業時間：星期一 ~ 星期五 9：30~17：30（周末以及公共假期為休日）

【希望租賃自行車的各位】

福山新寶賓館的照片福山新寶賓館的照片

行     程
＜2 晚住宿套餐＞202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10 月 31 日（星期一）　3天 2 夜
＜1晚住宿套餐＞2022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 10 月 30 日（星期日）　2天 1 夜

除了距離福山站步行 1 分鍾的福山新城堡酒店，請從 A~C 計畫內選擇。

A~C 計畫內的酒店尚未確認預約，將會從候補的酒店中選出住宿酒店。

交通方案

從福山車站

步行 1分鐘

為支持大會參加者的方案
【自備自行車】

自行車從大會簽到處運送至集合地點

② 自行車運送（包含自行車箱子）
　  【從終點送到您所登錄的在日本地址】

大會結束後將自行車從終點送

至您所登錄的在日本地址

③ 租賃山地自行車 可租借大會所用的山地自行車

④ 租賃電動自行車 (E-BIKE) 可租借大會所用的電動自行車（E-BIKE）

山地自行車的例子

18㎡ 23㎡23～26㎡

室内環境

毛巾、牙刷、梳子、棉棒、胡子剃、睡衣、吹風筒、熨褲機、

市內拖鞋、空氣加濕器、電子熱水壺、咖啡、紅茶、綠茶等

房间

單人房 雙人房 雙人床房（限1人入住）

旅 遊 費 用 一人 37,000 日元～ 56,000 日元

成 行 人 數 ２０人

餐 食
＜2 晚住宿套餐＞含 2 早餐，不含午晚餐
＜1 晚住宿套餐＞含 1 早餐，不含午晚餐

住 宿 請參考以下表格

請從這裡報名
報 名 方 法

請從右邊的二維碼登錄專門網頁報名
※按登記順序，滿員截止。

截 止 日 期 2022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　如果參加人數少於最低人數，則可能會取消行程。

其他酒店

可選自行車運送·自行車租賃服務  ※須額外付費

谘詢處

候 補A

計畫名稱 酒店名稱 計畫名稱 酒店名稱

福山 Vessel 酒店

Vessel-Inn 福山車站北口酒店

福山 Plaza 酒店

福山 Terminal 酒店

候 補

候 補

B

C

福山 Oriental 酒店

Route Inn Grantia 福山酒店

Richmond 酒店福山車站前

福山 Candeo 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