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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沖繩琉球四日遊 
【全程無自理餐，無購物站、贈送隨團拍攝 DVD】 

【行程特色】 

★★★不安排日本免稅店購物行程，節省旅遊時程，安排新式遊覽巴士搭乘★★★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webeip/ht00052/default.asp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AK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AK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AK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OAK010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沖繩暢貨中心 OUTLET MALL ASHIBINAA】 

此為仿古代希臘建築方式建造的購物中心，可在此購買到歐洲高級的名牌商品，聚集

世界各地名牌多達 70 餘種喲！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市區二晚精選飯店： 

【SUN ROYAL 飯店】、RESONEX NAHA 、【CITY COURT 飯店】、YAMA NO 

UCHI(山之內) 。 SUN QUEEN、SUN PLAZA、SUN OKINAWA、CHURA RYUKYU、

SUN QUEEN、南西、KARIYUSHI RYUKYU、微笑飯店(原:沖繩 東京第一飯店)、

CHISUN、NAHA GRAND、TUNE、RASSO 系列、【APA 飯店】、KOKUSAI PLAZA、

OCEAN 、KANPO、系滿 SPORTS LODGE、NEW CENTURY、NAHA GRAND.國際

PLAZA、東橫 IN、HOTEL AZAT-STATION WING、RJ HOTEL NAHA 等或同級。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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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沖繩(琉球)那霸機場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 CI132 16:35/19:00【每週 1.3.4.6飛】 

行       

程         

內

容 

今日下午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最南端之島嶼～有東方夏威夷

之稱浪漫多情的～沖繩(琉球)。 

早餐：※ 午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飯店：微笑那霸 SMILE HOTEL 或 SUN PLAZA HOTEL 或 RESONEX NAHA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飯店出發→(約 98 公理、車程 2 小時)→古宇利島及跨海大橋+展望塔→(約

23公里、車程 50分鐘)→海洋博紀念公園(海豚表演、世界最美之海水族館)

→(約 72 公里、車程 1.3 小時)→北谷町美國村→(約 17 公里、車程 40 分

鐘)→那霸市 

行       

程         

內

容 

【古宇利島及跨海大橋】位於沖繩本島北部，屬今歸仁村的一座島嶼。以美麗的海

洋景觀而聞名。周長 7.9 公里，是一座隆起的珊瑚礁小島。島上大多數人民從事農

業，也有部份從事漁業和服務業。主要農產品是甘蔗及紅芋！島上最迷人的是翠綠

的海水，像藍寶石的天空所織出美麗的景色！ 

【古宇利展覽塔】2013 年年底古宇利「Ocean Tower」誕生了, 於海拔 82m【建築物本

體 36m】的高處可將沖繩第一美景盡收眼底。在展望塔上可眺望翡翠綠透明海水，

欣賞夢幻海景，感受沖繩悠閒慢活的海島風情，Ocean Tower 一共有 4 層，各層都設

置有瞭望室，即便天氣不好也不用擔心。 續往。順著國道專車前往 

【海洋博紀念公園】此園是日本一九七五年第一次世界海洋博覽會會場所改建的大

規模綜合性、具有亞熱帶特點的公園。公園以「陽光、鮮花、大海」為主題。首先，

先進入 2002 年 11 月 01 日開幕的『美麗沖繩之海水族館』位於 70 萬平方公尺的公

園內。在這裡可以透過堪稱全世界最厚的 60 公分巨大壓克力隔離板觀看『黑潮海

洋』，眺望鯨鯊與鬼蝠魟悠游水中的姿態。以繁殖為目的所進行的複數培育，以及展

示大規模的珊瑚培育，也都是全球首創之舉。觀賞完海底奇觀之後再續往『海龜館』，

在此可觀察到棲息於沖繩近海的４種海龜，從產卵到長大的過程。靜靜欣賞海龜悠

然的泳姿，令人忘卻時間的流逝。再前往最受歡迎的瓶鼻海豚明星秀 OKITYAN 的

精彩表演，還可觀賞偽虎鯨及太平洋斑紋海豚的華麗水上秀。展現海豚們跳躍、旋

轉等生動活潑的演技。 

【北谷町美國村（American Village）】前往美國村原址是空軍基地經過都市建設之後

現在充滿美式風情。美國村的醒目標誌是直徑 50m 的摩天輪，美國村內擁有以 3D 映

像為主體的娛樂設施，電影館、購物中心、保齡球場、美國餐廳、錄音室、娛樂中

心、進口雜貨店等複合型商場。另外還有一處「SUNSET BEACH」可在沙灘上做日光

浴、各式水上活動之外，還是以欣賞美麗夕陽聞名的海灘，享受浪漫情懷。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CENTURION 飯店自助餐或琉球風味自助餐  

晚餐：為方便遊玩(美國村)~發代金/每位 1500 日幣或直接安排日式定食簡餐~二擇一 

/住宿飯店：海邊 VESSEL HOTEL CAMPANA 或同級 或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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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飯店出發→玉泉鐘乳石洞～文化王國村～造酒場～琉球傳統大鼓隊→波之

上神宮→瀨長島複合型屋台村→自由活動逛街~國際通大道→那霸市 

行

程

內

容 

【文化王國‧玉泉洞】參觀，在當地是相當受歡迎的主題公園。這座主題公園，園內

有一處全長５公里的鐘乳石洞，並被稱為東洋第一奇景的鐘乳石．玉泉洞，洞裡最

引人注目的鐘乳石充滿了夢幻氣息。還有可以體驗沖繩歷史文化的玉泉洞王國村。

王國村一共分為 10 個區域，見習琉球工藝、民藝、手藝傳統的藝能場－製陶瓷場、 

玻璃工場、製酒場、製黑糖工場、王朝時代的織布染布工場、古代的木屋、朝貢船、

熱帶果樹園有古老民房移建，重現古都風貌的琉球王國城下町和熱帶水果園等，每

一區都值得一遊。還可看場民俗舞蹈～元氣大鼓舞踊秀，觀賞到真人現場表演“傳

統元氣大鼓隊”民俗豐年祭舞的氣勢，飽覽一趟豐富之旅。 

【波之上神宮】此為傳統日式古神社的建築，神社中供奉著國土守護神，是當地最

著名的神社。 

【瀨長島複合型屋台村】地中海風情的典雅純白，包覆特色小店、風味餐廳與觀景

平台，將它們拼貼成絢爛海景新地標。在青碧海色與蔚藍晴空的擁抱下縱情徜徉，

悠閒靜謐的氛圍，豐富的度假要素，在視野裡綴成青出於藍的沖繩絕麗風情。 

【國際大道】自由活動，您可自行前往那霸西門町，全長約二公里，有四家百貨店、

三條通大型購物區，集合世界各式各樣的民藝品店.珊瑚貝殼館.咖啡廳.電腦電器展

示販賣館...等，讓您盡興的逛街購物。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琉球特色自助餐  

晚餐：海鮮火鍋+豬肉暢食 或 豬肉鍋 

/住宿飯店：微笑那霸 SMILE HOTEL 或 SUN PLAZA HOTEL 或 RESONEX NAHA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飯店出發→世界遺產~識名園→Outlet 暢貨中心→沖繩(琉球)那霸機場→高

雄 

參考航班：中華航空 CI133 20:00/20:50【每週 1.3.4.6飛】 

行       

程         

內

容 

【識名園】識名園為一座建於 18 世紀末的迴遊式庭園，位於沖繩縣那霸市識名，在

首里城南方約 1.6 公里，又稱南苑，是昔日琉球王國的王室離宮和接待外國使臣(含

中國派遣冊封使)的場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遭受破壞，於西元 1995 年修復完

成，並在 2000 年連同首里城、園比屋武禦嶽、齋場禦嶽、中城城跡、勝連城跡、今

歸仁城跡、座喜味城跡、玉陵等九處遺址以「琉球王國御城及相關遺產群」之名，登

錄為日本第 11 處世界遺產。 

【Outlet 暢貨中心】仿古代希臘建築方式建造的購物中心。聚集世界各地名牌上百餘

種，其中還有日本首次上市之商品。此外，新增的休閒及娛樂設施等，是情侶、或是

全家大小逛街之餘遊玩體驗，讓您在此愉快的空間裡獲得完全的身心解放。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日式料理或沖繩拉麵套餐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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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8 年 12 月 23 日 

◎每人費用：22,800 元，現金優惠價 22,300 元 

出發日期：109 年 01 月 08、15 日 

◎每人費用：22,800 元，現金優惠價 22,300 元 

出發日期：109 年 02 月 12 日 

◎每人費用：22,800 元，現金優惠價 22,300 元 

出發日期：109 年 03 月 11 日 

◎每人費用：24,900 元，現金優惠價 24,500 元 

◎報名訂金每位 6,000 元。 

◎每團報名人數未超過 24 人以上，安排中型巴士。 

★費用包含： 

1.高雄機場→琉球機場來回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稅。 

2.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共三晚。  

3.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4.行程表中所列門票。 

5.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300 元*4 天=合計 1,200 元。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 NT$：1,400 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件限 20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3.飯店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請補

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8,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不

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6.初次辦理護照者請申請者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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