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沖繩】王國村玉泉洞．美之海水族館．水果樂園．輕鬆自由４日～ 
【加贈單軌電車１日券】(高雄出發) 

 

 

價格：TWD$20900 元起 

 

出發日期 

11/29、12/06、12/13、1/10、1/17、1/24、 

1/31、2/07、2/21、3/07、3/14、3/21、3/28 

  

【費用包含說明】：                       【費用不包含說明】：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1.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 

2.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2.私人之消費 

3.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3.報名為單數分房為單人房時需加收單人房差  

4.兩百萬意外責任險暨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4.日本小費 250 元/天，沖繩 300 元/天 

5.【聯營團體之保險】為 200 萬意外責任險暨 3 萬意外醫療險。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時間 起飛機場  到達時間 到達機場 

中華航空 CI132  18:15 高雄小港機場  20:50 琉球 

中華航空 CI133  21:50 琉球  22:40 高雄小港機場 

 

※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說明 

 

第 1 天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那霸空港（琉球國際機場） 

 

搭乘舒適班機抵達日本最南端之島嶼～有東方夏威夷之稱，浪漫多情的～琉球群島【沖繩】。 

抵達後由專業親切的導遊帶領各位貴賓開始四天愉快的旅程。 

【特別報告】本日住宿以簡單乾淨飯店為主，恕無法指定飯店，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住宿：SUN PLAZA HOTEL (或)GRANTIA NAHA. (或)CHURA RYUKYU(或)NEW CENTURY 

    (或)OROKU HOTEL (或)山之內 HOTEL.(或)同級或同級  

餐食：早餐 (溫暖的家) 中餐 (溫暖的家) 晚餐 (機上精緻簡餐) 
 

 

第 2 天   
住宿飯店─沖繩最大型體驗琉球文化的主題園區~玉泉洞~文化王國村 

【安排觀賞琉球傳統大鼓秀表演】─沖繩暢貨中心 OUTLET～ASHIBINNA 



  

【玉泉洞】 

日本沖繩玉泉洞，經歷 30萬年漫長歲月，創造出大自然的造型之美。玉泉洞全長 5公里， 

是沖繩本島最長的洞穴，也是日本第 2長的地下洞窟，目前僅有景觀最為美麗的 8百多公尺 

對外開放參觀，洞內可觀賞壯觀的 95萬支的各式石筍天然鐘乳石。 

【王國村】 

觀摩琉球首里城的城下町－王國村，再現了琉球王國的時代街景，可觀看代表沖繩的傳統工藝 

和琉球玻璃王國工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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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果樹園及觀賞真人現場表演 

"傳統大鼓隊"民俗豐年祭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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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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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告】本日住宿以簡單乾淨飯店為主，恕無法指定飯店，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住宿： SUN PLAZA HOTEL (或)GRANTIA NAHA. (或)CHURA RYUKYU 

    (或)NEW CENTURY(或)OROKU HOTEL (或)山之內 HOTEL.(或)同級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用) 中餐 (玉泉洞自助餐 或 日式定食料理) 晚餐 (飯店內自助餐 或 泰期自助餐 或 沖繩風味餐) 
 

 

第 3 天   

住宿飯店─美ら海水族館~黑潮探險~深層の海~珊瑚礁黑潮海之旅~鯨鯊水中表演~海豚表演秀~ 

珊瑚七色海水族館─體驗南島自然景色～水果樂園～三大主題～充滿南國水果的水果樂園、 

交織飛舞的蝴蝶樂園、聚集色彩艷麗的飛鳥樂園～新鮮鳳梨試吃─藥妝店─免稅店 

  

【海洋博水族館】 

東亞第一最大，號稱東北亞養殖技術最好最先進的大型水族館，高 8.2M、寬 22.5M、玻璃厚度 60.3CM， 

計有世界魚類精華共有六百五十多種，館內同時還飼養有 3隻超巨大鯨鯊。世界第一大水族館於 2002年 11月 1日隆重開幕： 

號稱世界佔地面積第一、魚種類第一、星斑鯊繁殖量第一、水牆厚度第一、為世界首次於水族館內由人工養殖天然珊瑚的 

水族館，另欣賞聰明可愛的海豚表演等可媲美世界知名的美國海洋世界的海豚秀。 

【水果樂園】 

穿過七彩繽紛的大門，亞熱帶就呈現眼前！體驗南島自然景色的園區內分為三大主題。主題一是充滿南國水果的水果樂園； 

主題二是日本最大型的「大胡麻斑蝶」交織飛舞的蝴蝶樂園；接著主題三是聚集著色彩艷麗鳥類的飛鳥樂園。 

另設有水果簡餐餐廳、購物商店等。全天候型，即使雨天也能充份玩樂。 

【光伸珍珠免稅店】選購健康食品與日式精品 

【特別報告】本日住宿以簡單乾淨飯店為主，恕無法指定飯店，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住宿：SUN PLAZA HOTEL (或)GRANTIA NAHA. (或)CHURA RYUKYU 

   (或)NEW CENTURY(或)OROKU HOTEL (或)山之內 HOTEL.(或)同級或同級  

餐食：早餐 (飯店內用) 中餐 (日式風味料理或名護風味餐) 晚餐 (豬肉海鮮火鍋 或 日式定食) 
 

 

第 4 天   

【加贈單軌電車一日劵】全日自由活動～享受輕鬆便捷的單軌電車悠遊那霸市內各大商圈～ 

或自由前往專屬您沖繩個人私房景點深度體驗沖繩！ 

→那霸空港（琉球國際機場）／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早餐後，自由活動，你可利用搭機前的這段時間自由活動，建議您可自費搭乘沖繩單軌電車來趟便捷之旅 

體驗沖繩都市單軌電車&rdquoYui-Rail&rdquo串連那霸市內 15個車站 ,沿途行經大型購物中心, 

每一站的周圍各有其不同的風情,值得您一一體驗!或自前往「國際通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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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那霸新地標!!「新都心 3A購物商業圈」那霸最大的三 A百貨公司，最大的電器商店， 

百元店，電影院，食品特賣場，各式商品應有盡有。您可自費品嚐各式日本小吃、甜食! 

接著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沖繩之旅!! 

 住宿： 溫暖的家  

餐食：早餐 (飯店內用) 中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精緻簡餐) 
 

 

✦額外費用 

【費用包含說明】：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200萬意外責任險暨 20萬意外醫療險。 

＊．【 聯營團體之保險】為 200萬意外責任險暨 3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包含說明】：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例如：自選建議行程的交通等等費用。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等。 

＊．旅客報名為單數分房為單人房時，需加收單人房差。 

＊．床頭無須放小費，除茶包免費外，客房內放置的零食、酒或飲料等，使用後請自行登記並至櫃台結帳。 

＊．飯店內電視分為『有料與無料』，無料即為免費，觀賞有料節目需自行付費，客房內均有價格表明示。 

＊．敬請體恤服務人員的辛勞，請支付小費給帶隊的導遊與司機：日本團導遊與司機：每日新台幣 250元。(沖繩團導遊

領隊司機：每日新台幣 300元) 

【特別注意事項】： 

1.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理餐廳外，

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

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

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2.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

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

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3.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年滿 70以上及行動不便者之貴賓須有同行家

人或友人，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4.凡持"非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需加價每人新台幣 2000元整。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確認，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

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 

【簽證資訊】： 

＊．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免簽證，但請確認您的護照效期是否在出發當天算起６個月以上。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１．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６個月以上。 

２．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簽証）。  

３．停留期間不超過９０日之期間。  



４．出發地、入境地點無特別限定。 

【軍人/役男/接近役齡男子出國請注意】：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懇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役男者→２０１７年出國必須蓋兩種章(1998/1999/2000出生)：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日本台灣電話撥打方式】： 

＊．從台灣打電話去日本：先撥 002+81+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從北海道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從日本打電話回台灣：先撥 001+010+886+區域碼(去 0)+電話號碼 

 

✦團票說明 

1.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300 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2.非台灣藉人士或持外國護照者或行程中脫隊者請補每位新台幣 2,000 元。  

3.沖繩當地觀光團人數若一車不足未達 25 人一台車，在當地將都會合團同車觀光情形，請多包含！  

4.需代訂高北高接駁機者，請提早告知，開票後恕不加開，單程費用 1500 元起。  

5.本行程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6.飯店不能指定，如需指定請另補價差，敬請了解及諒解。  

7.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如遇大風雪、雪祭期間、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

可抗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 

8.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9.行程飯店及文字敘述、圖片都謹供參考，依出發日說明會資料為主。 

10.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 (含 )。  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11.此為團體操作不得脫隊。 

 

 

便宜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高雄成功店 TEL：07-2511213 FAX：07-2511216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27 號 

LINE ID：cheaprv 

LINE ID：0968202890 

 

北高雄至聖店 TEL：07-5562015 FAX：07-5569793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243 號 

LINE ID：cheap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