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7/10                                                  團費：每人/NT26,8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來趟沖繩之旅，感受北緯 26 度的絢美 

那是一塊整年沐浴燦爛陽光的亞熱帶土地。碧藍的大海與鮮花盛開的大地，位於北緯 26 度的地方，這是日本人心目中的香

格里拉！這個土生土長的日本小島，不僅將陽光與海灘盡攬懷抱，而且還把種種異國情調收至麾下。  

這兒有海洋世界、有叢林密野、有日本傳統風情、有美國經典時尚，這就是沖繩～與夏威夷、邁阿密、巴哈馬一起，被喻為

世界四大海濱觀光勝地的沖繩。兼融和風及南國血統的沖繩，既有南島人民的樂天爽朗、又不失大和民族的雍容優雅，四季

恆溫的舒適氣候、吹來不黏不膩的清爽海風、加上澄碧透藍的海水，連日本人都難以抗拒的度假勝地！ 

 

【行程特色】  

1.海洋博水族館：世界第一、水噸位第一、魚種類多第一、水槽厚度第一、鯊魚種類之多世界第一、以及世界上第一次在水

族館內人工飼養自然珊瑚的沖繩美之海水族館，總計有魚類精華 650 種，75000 尾各種奇魚展示供您觀賞，建造了世界最

大的大水槽。  

2.玉泉洞：洞中蘊藏約 95 萬支的大石筍，置身洞中體驗歷經 30 萬年的悠久歲月而形成的壯大自然景觀，隨手可觸的鐘乳石

定能讓您感動不已。琉球王國村共分為 10 個區域，展示琉球當地陶瓷、紅型染、玻璃工房等傳統工藝村，熱帶果樹園、移

築的古老琉球民舍以及當地最具特色的傳統太鼓隊表演雄壯的魂祭舞。  

3.琉球村：一座體驗型主題公園，集結沖繩的歷史文化、藝能與自然景觀。園區內將沖繩獨特的紅瓦屋頂民家搬到此處，營

造出獨特的風貌。在各處民家裡，可以品嚐沖繩開口笑，也可以拍攝琉球服飾的紀念照片。  

4.山原古木小徑：在這裡您可以享受最自然的森林浴，深度感受負離子能量傾瀉的奇妙感動，如果蔚藍的天空和茂密的森林

無法滿足你愛尋寶的心，鮮花盛開的花園將有許多色彩繽紛的蝴蝶陪您一起探險，來此旅行將讓您體驗到最純粹的森林魅

力。  

5.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 AEON MALL：2015 年 04 月 25 日開幕，集結約 220 家店鋪及約 60 家餐廳，無論是逛街購物或

是品嘗美食，都是可以讓您充份感受沖繩特有的文化和豐富自然。 



【飯店安排】 

三晚市區國際觀光飯店。 

註 1：飯店住宿順序行程僅為先行提供參考，正確順序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及順序，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3：行程設定市區飯店遇飯店團體滿房時則改為同級飯店或海邊飯店(不可指定)，敬請見諒。 

註 4：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註 5：琉球海邊飯店無大床。市區大床為 SEMI 房間只有一半大，但費用無折扣，故不提供大床。 

★沖繩的飯店目前大都實行禁煙，客房基本上都是禁煙房。如有吸煙的客人可事先需求吸菸房，但不是每間飯店都有吸菸房。

請務必告知客人注意飯店內的禁煙和吸煙標識，遵守酒店的規定。若於禁菸房內(包含浴室)都無法抽菸，違反者會收取 2 萬

日幣-6 萬日幣不等的罰款。 

★市區同級酒店： 

日航那霸、沖繩都飯店、MERCURE(那霸美居)、DOUBLE TREE HILTON(逸林希爾頓)、NAHANA、LOISIR、ROYAL ORION(西

武)、COSTA VISTA HOTEL、GRANDMER RESORT(東京第一格蘭美爾)等。 

太平洋 HOTEL 

距那霸空港車程 10 分鐘，國際通車程 6 分鐘。附近因有波之上人工海灘，因此也可享受海水浴等樂趣。提供寬敞的住處以

及覆蓋公共區域的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客人可以在夏季於室外游泳池畔放鬆。●客房數：389 間 ●娛樂設施：室外游泳池、

商務中心、自動販賣機、名產店等。 

 

沖繩格蘭美爾度假飯店 GRAND MER 

位於北往恩納村的海濱勝地，南通那霸市購物中心的中間黃金位置。全館房數 300 間客房，所以客房都在 32 平方米以上。

館內備有室內游泳池、健身房、電腦上網室、便利店、中式餐廳、日式餐廳、LOUNGE BAR 等。飯店臨近沖繩最新開幕的



購物中心~永旺夢樂城，全館備有 FREE WIFI。 

 

【特別注意】 

1.凡行程中離隊，一律追加團費每人 NT1200 元。 

2.本行程 15 人以上出發，若團體人數達 30 名，會安排以大巴服務。 

3.行程無法指定飯店，需指定請另補價差，敬請瞭解與諒解。 

4.以上行程內容保証完整、景點先後順序以班機時間不同及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5.行程中若有離隊或自行放棄參觀景點，恕不退費。 

6.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單人房差額。 

7.沖繩飯店規定小孩 6 歲以上皆需佔床，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8.本行程【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9.旺季期間或如遇當地特殊節日滿房時，會有安排 4 人一室的狀況發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10.琉球航線機上特殊餐食規定如下~ 

(1)中華航空：因去回程餐點皆由台灣空廚準備，以簡易餐點為主，另為確保餐點新鮮為由，故回程餐食無法指定水果餐及海

鮮餐的服務。 

11.日系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網頁所顯現之分級，僅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並參考日本飯店訂房網頁，與國際

五星級相同標示為最高等級之 High Class 做為認定標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132  高雄  琉球  16:35  19:20  

第四天 CI133  琉球  高雄  20:30  21:15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高雄那霸飯店 

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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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的琉球；抵達後安排前往住宿酒店休息。 
(早餐) X (午餐) X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格蘭美爾度假酒店 GRAND MER 或 太平洋 PACIFIC 或 MERCURE 那霸 或 JR BLOSSOM那霸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飯店琉球村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屋我地島亞熱帶之森(恐龍主
題公園) 海洋博公園(美之海水族館、海豚表演秀) 藥妝店飯店 

【琉球村】體驗型主題公園，集結沖繩的歷史文化、藝能與自然景觀。園區內將沖繩獨特的紅瓦屋頂民
家搬到此處，營造出獨特的風貌。在各處民家裡，可品嚐沖繩開口笑或拍攝琉球服飾的紀念照片。園區
內的八間主要民宅，屋齡從 85~205 年不等，都是一磚一瓦從沖繩各地搬遷至此，成為古色古香的村落。 
遊客可以體驗三線琴、品嚐沖繩傳統飲料與甜點、泡盛的釀造過程和彩繪沖繩獅；除此之外，在中央廣
場每天都有遊行活動，遊客可以一起同樂，一起跳琉球手舞；在 Champuru 劇場表演的，則是傲稱全
球的 Eisa 太鼓舞，表演者僅用手指就可以吹出震天響亮的口哨，堪稱是沖繩當地人人都會的絕技，而舞
獅與逗獅人之間的互動更是讓人捧腹大笑，意猶未盡。 
【特別安排】品嚐沖繩傳統點心～開口笑+琉健茶。 

【古宇利大橋】傳說中古宇利島是琉球人的神聖之島。連接古宇利島與屋我地島，一般道路中稱之為日
本最長的橋連接今歸仁村的古宇利島和名護市的屋我地島，全長 2,020m(主橋梁 1,960m，延伸 60m)
的橋。其中讓人著迷的便是橋邊兩旁的無敵海景，七彩的碧藍海景讓許多電影及廣告特地前來取景。 
【亞熱帶之森(恐龍主題公園) 】位於元祖紅芋菓子名護店的山原亞熱帶之森，於 2016年 5月重新開幕。
在這日本唯一的筆筒樹原生林裡，您絕對想不到，這片森林裡竟然住了 52 隻恐龍，有身長 8 公尺的暴
龍、最兇猛的劍龍、還有你說得出說不出的各珍貴品種恐龍都在這裡唷～漫步在侏羅紀公園裡，遇見熱
情打招呼的恐龍或是會噴水的恐龍，請千萬要勇敢回應，再拍下幾張難得的合影吧！ 
【海洋博紀念公園】國營沖繩紀念公園是在 1975 年舉辦沖繩國際海洋博覽會的會址上建設的占地約 70
萬平方米的公園，南北長 3 公里。園區裡有「美之海水族館」、「海豚劇場」等遊覽景點。園區內一年四
季都會有不同的節目安排。 
【沖繩美之海水族館】以《與琉球海洋有約》為主題，有三個主題水族箱：珊瑚礁之旅、黑潮之旅及深
海之旅，可以讓你全覽沖繩沿海的水中生物。其中最棒的東亞第一大水族箱～黑潮之旅，可以看到細長
不超過手掌的條紋蝦魚和毛煙管魚、可長大至 14 公尺長的 7 公尺鯨鯊、世界最大的鬼蝠魟、有著黑人
厚唇的曲紋唇魚，也可以看到像貌醜惡的石頭魚、章魚、蝦子等等 350 種奇形怪狀、大大小小的海中生
物，令人嘖嘖稱奇，這種滋味就等你來試試。另有海牛館、海龜館可參觀並欣賞可愛的海豚劇場。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御菓子御殿定食風味餐 或 琉球日式風味餐 (晚餐) 海鮮火鍋+沖繩豬肉無限暢食+飲料無限暢飲 

或 燒肉吃到飽 

住宿：太平洋 PACIFIC 或 格蘭美爾度假酒店 GRAND MER 或 MERCURE 那霸 或 JR BLOSSOM那霸 或 ROYAL 

ORION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飯店珍珠免稅店琉球王朝古蹟(守禮門、首里城外城)玉泉洞王國村(琉球大
鼓隊表演) 瀨長島複合型屋台村飯店 

【珍珠免稅店】在此，您可選購您適合的商品或禮品。 
【守禮門、首里城(外城) 】最能代表沖繩的地方，如沒到過這可以說是沒來過沖繩；此為十六世紀時琉
球王朝最具代表性的中式建築物，古色古香的城牆及清幽的庭園造景，結合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基本風格
與琉球獨特自然環境，守禮門是首里城的第二樓門、是琉球熱門景點之一。 
【玉泉洞王國村】東南亞最大鐘乳石洞，觀賞 95 萬支的各式石筍天然鐘乳石，驚嘆大自然的巧奪天工；
觀摩琉球首里城的城下町～王國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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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瀨長島複合型屋台村】位於沖繩縣豊見城市，2015 年完工的新地標，在那霸機場的南側，是一個本



島以橋連接的小島。瀨長島島上擁有溫泉飯店，和一塊集結著各式各樣小店的白色觀景台，遠遠看去有
地中海的風情。近距離欣賞小島上空劃過的飛機，靜靜品味美麗的夕陽，夕陽沉沒於沖繩的海洋美景，
總是吸引絡繹不絕的旅客及當地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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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玉泉洞健康食材琉球風料理 (晚餐) 海鮮火鍋+沖繩豬肉吃到飽 或 飯店內用日式定食 

住宿：太平洋 PACIFIC 或 格蘭美爾度假酒店 GRAND MER 或 MERCURE 那霸 或 JR BLOSSOM那霸 或 ROYAL 

ORION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飯店孔子廟福州園波之上神宮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永旺夢樂城
沖繩來客夢 AEON MALL～機場高雄 

【孔子廟】因琉球早期受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其也傳承儒家信仰融合於當地文化中，因而在此建立
了號稱中國海外最早的孔子廟。  
【福州園】其中國式庭園建築風格，面積 8500 平方公尺，是紀念那霸市建制 70 週年、那霸市與福州市
結為姊妹市 10 週年而建造，以福州地方獨具傳統的手法建設，庭園內以《明、穩、華》三種空間，表現
出寬廣的庭園、樹木花卉四季色彩等，令人忘憂的景觀。 
【波之上神宮】此為傳統日式古神社的建築，是琉球的八社之一。神社中供奉著國土守護神，每年元旦
時，有許多人來此祈願以求終年平安好運，神宮周圍也有販售國人喜愛的平安符  
【昇降式半潛觀光船(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 】前往探尋多達 68 科 260 種的的珊瑚，其美麗又廣闊的海
域為蘊藏著 2000 餘種海洋生物的巨大寶庫。註：本贈送行程若因天災或海上風浪太大致無法成行，恕不另退費用。  
【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 AEON MALL】為沖繩大型購物中心。此處聚集世界各地約 220 家店鋪，其中
包含 46 家首次進駐九州、沖繩及 70 家首次進駐沖繩的店家及約 60 家世界各國料理。此外，在躍層的
大空間來客夢庭院 AQUA 中，設置了來客夢水族館，表現象徵沖繩大海的世界觀。 

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愉快的和風沖繩逍遙遊。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手打麵套餐 (晚餐) 發餐費代金每人日幣 1500 
住宿：甜蜜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及
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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