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霸，沖繩(28/02/2018) 

 

002U 琉球村及玉泉洞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 4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我們將前往沖繩琉球村，這是一個體現沖繩文化的主題公園，保留了沖繩昔日風貌，有許多琉球傳

統紅瓦頂屋。在這裡還可以體驗傳統手工藝，在民家品嘗土特點心(沖繩風味的球狀唐納滋)，還可

以身著琉球服裝攝影留念。 

隨後我們將觀看被稱為 Eisa 的沖繩傳統歌舞表演，Eisa 主要在特定的節日用於祭祀亡靈。在 Habu

博物館，會向您展示當地有名的蛇舞。 

之後我們將去往玉泉洞，玉泉洞是沖繩第一、日本第二大的鐘乳石洞，亦有東南亞最大地下美術館

的稱號。玉泉洞的鐘乳石是沖繩獨有的珊瑚礁，30 年才能長一公分，在 30 萬年悠長的歲月中，慢慢

形成今日模樣，這些經年累月的天然傑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在燈光的照射下，更顯的斑斕絢

爛，充滿獨特的美感。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

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請穿著合適的衣服進入禮拜場所。遊客請自備

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00U9 首裡城和玉陵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五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我們首先將去往首裡城並觀看琉球舞蹈表演。首裡城位於日本沖繩那霸市，是古代琉球王國的宮殿，

傳說創建於 13 世紀。城中建築、石刻和漆藝融合了中國和日本傳統技藝，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1945 年，首裡城毀於沖繩海戰，1958 年重建。2000 年，首裡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 

之後我們將去往玉陵，是琉球王朝——尚王朝的皇陵，玉陵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的文化遺產。

最後，您將有時間那霸市內最大的商業街購物 - 國際通大街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這裡有百貨商店，

餐廳，咖啡館，酒吧等等。該地區從 1953 年戰爭動亂時期就已建立起來到了今天已成為那霸最繁華

的地區之一。 

 



溫馨提醒：建議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如天氣不佳，首裡城的演出可能會取消。購物請提前自備日

元。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請穿著合適的衣服進入禮拜場所。遊

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6239 首裡城及國際通 

 
成人 US$75.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我們首先將去往首裡城並觀看琉球舞蹈表演。首裡城位於日本沖繩那霸市，是古代琉球王國的宮殿，

傳說創建於 13 世紀。城中建築、石刻和漆藝融合了中國和日本傳統技藝，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1945 年，首裡城毀於沖繩海戰，1958 年重建。2000 年，首裡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

產。 

隨後我們會去到那霸市內最大的商業街購物 - 國際通大街，您將有自由時間購物遊覽。國際通大街

上的那覇市第一牧志公設市場，是其中最大的、海鮮品種最集中的市場，幾乎沖繩所有的烹飪材料

都能在這裡買到，其種類及數量都相當豐富。市場裡每天都非常熱鬧，擠滿了當地的人們和遊客。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

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請穿著合適的衣服進入禮拜場所。遊客請自備

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6520 姬百合之塔及琉球玻璃村 

 
成人 US$75.00 

 

遊覽時間：約五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您將首先前往姬百合之塔及其附設的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姬百合之塔是為了緬懷在沖繩戰役中

犧牲的女學生護衛隊（約 87 名學生和教工）而修建的。姬百合的故事被寫成了好幾部書，並被拍成

了電影，日本搖滾樂隊 The Boom 就是在參觀了姬百合之塔後寫下了著名的《島歌》。此歌在日本家

喻戶曉，幾乎成了沖繩文化的象徵。 

隨後將前往琉球玻璃村。它始建於 1985 年，是沖繩最大的玻璃工房，在這裡我們會看到巧奪天工，

花樣繁多的玻璃制作品，領略手工藝術家的精湛技藝，體驗琉球玻璃觀賞、觸摸和製作的樂趣。 

回船前，我們將去往那霸海軍司令部戰壕舊址，是二戰末期沖繩戰時舊日本海軍沖繩根據地部隊司

令部所在的地下戰壕，現在裡面眾多的陳列品都是祈願世界和平為目的的。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

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請穿著合適的衣服進入禮拜場所。遊客請自備

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石垣島 (01/03/2018) 

 

01RO 最美石垣島 
 

成人 US$85.00 

 

遊覽時間：約兩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川平灣是日本的最好的觀光景點之一。因為美麗的翡翠水色和白沙灘，它獲得了米其林綠色指南三

星評級。雖然在這裡游泳、浮潛和潛水不被允許，但 30 分鐘的玻璃底船巡航也能讓您看看水下世界。

美麗的珊瑚礁和 90 多個不同種類的熱帶魚生活在這個地區。在川平灣，黑珍珠也是非常有名的。紀

念品商店為您提供數量有限的日本黑珍珠，它們在其他地方是很難被找到的。 

隨後我們將前往 Minsa Kogei Kan 紡織品中心，Minsa Kogei Kan 紡織品中心是一個製作傳統織物的

地方。八重山的傳統紡織品 Minsa。獨特的花紋象徵著“生生世世”，據說這曾經是女性對於男性經

常贈送的禮物。在這裡您能見到花紋顏色五彩繽紛的吊帶和包類商品，不僅如此，您在觀賞 Minsa

的現代作品的同時，您也能得到體驗 Minsa 紡織品的樂趣。 

回船前將前往班納公園作短暫停留並拍照留念。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玻璃底船參觀有可能給乘坐輪椅的

乘客帶來不便。Banna 公園展望台可參觀人數有限。 

 

 

 

 

 
 

 

01RP 石垣島精華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兩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離開港口，我們將前往石垣島八重山民俗村。民俗村坐落于山頂，富有竹富島的傳統與文化，您將

可以欣賞到美麗的 NAGURA 海灣，在這裡你可以參觀為了教育而重建的傳統的 yaeyama 部落。這部落

的建築格式可追回到一世紀之前。您可以欣賞當地的著名音樂及迷你動物園，也可到 NAGURA 沿河的

紅樹林區散步。 

之後前往川平灣乘坐玻璃船底的船領略珊瑚暗礁，那是日本最大的珊瑚礁，包含有 215 中不同珊瑚， 

90 多個不同種類的熱帶魚生活在這個地區。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玻璃底船參觀有可能給乘坐輪椅的

乘客帶來不便。 

 

 

 
 

 

01RQ 石垣島傳統與文化 
 

成人 US$99.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離開港口，您將前往石垣島八重山民俗村。民俗村坐落于山頂，富有竹富島的傳統與文化，您將可

以欣賞到美麗的 NAGURA 海灣，在這裡你可以參觀為了教育而重建的傳統的 yaeyama 部落。這部落的

建築格式可追回到一世紀之前。您可以欣賞當地的著名音樂及迷你動物園，也可到 NAGURA 沿河的紅

樹林區散步。 

接下來，您將參觀景色優美的鐘乳石洞。石垣島鐘乳石洞在地底延伸 660 米，是由海底珊瑚礁隆起

所形成的洞穴。因而和其他鐘乳洞不同，在這裡您可以看見蝦蛄貝和枝狀珊瑚，台型珊瑚等海洋生

物化石，見證這個曾經被海水洗禮的鐘乳石洞穴。 

最後，我們將前往班納公園瞭望台。在這裡，竹富島的美景盡收眼簾。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玻璃底船參觀有可能給乘坐輪椅的

乘客帶來不便。 

 

 

 
 

 

01RR 水牛車環繞竹富島之旅 

 
成人 US$115.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在竹富島這大自然及與世無爭的小島上，島上村民悠哉遊哉的慢活方式，時間仿佛停止。在這緩慢

寧靜的小鎮，您將搭上水牛車繞行島上的老街，隨著牛車悠活品. 



乘坐大約 15 分鐘的渡輪，您將被帶到竹富島這大自然及與世無爭的小島。您將搭上水牛車繞行島上

的老街，隨著牛車悠活品味小鎮。 

在竹富島，您將欣賞到島上隨著時間推移未變的生活。沙質路面，纏繞在田間，牧場及作物，用石

塊砌成的紅色屋頂，路邊的小花，香蕉樹及九重葛。在這島嶼上環繞了各色的珊瑚類。翠綠色的植

被，白色的沙灘與深藍色的海洋重疊在一起。仿佛是人間天堂。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渡輪班次視天氣情況而定。 

 

 

 

 

 
 

 

6791 傳統琉球村：竹富島之旅 

 
成人 US$115.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在竹富島這大自然及與世無爭的小島上，島上村民悠哉遊哉的慢活方式，時間仿佛停止。您將乘坐

島上的迷你巴士欣賞島上迷人的景色，穿梭在在這緩慢寧靜的小鎮，時間仿佛停止。 

乘坐大約 15 分鐘的渡輪，您將被帶到竹富島這大自然及與世無爭的小島。在竹富島，您將欣賞到島

上隨著時間推移未變的生活。沙質路面，纏繞在田間，牧場及作物，用石塊砌成的紅色屋頂，路邊

的小花，香蕉樹及九重葛。您將乘坐竹富町巴士欣賞島上最迷人的景色，穿梭在在這緩慢寧靜的小

鎮。 

接下來，我們將前往 kondoi 海灘，雪白的沙灘及深藍色的海洋結合在一起。最令人無法抗拒的是

“星砂”。其實星砂不是沙子，它是一種有孔蟲的外殼化石。接下來，您將被帶到 tajetomi 村。在

這紛紛擾擾的城市中還保留著自己傳統的小村莊。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渡輪班次視天氣情況而定。 

 

 
 

 

 

宮古島 (02/03/2018) 

01SS 最美依良島 
成人 US$75.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本次行程將帶您領略依良部島美景，經過依良部大橋欣賞美輪美奐的自然風景。 



依良部大橋，他是連結宮古島與依良島的樞紐，總長度 3450 米，天氣狀況好的時候可以看到碧綠的

大海。過了依良部大橋後，您將直接前往 Sawada Hama 海灘。這是日本最美麗的沙灘之一，也是欣

賞日出最美的地方。在日本最佳 100 海灘排行榜榜上有名。當風平浪靜時，您還有機會可以欣賞到

在 1771 年被無情海嘯摧殘時所遺留在海裡的崎嶇巨石。接下來，行程將繼續前往 shimojishima 島

上的下地島機場, 這機場是為了訓練商用飛機機師而建造的。竣工於 1971 年，在 1973 年正式啟用。 

最後我們將去往下地島通池，由於海岸的鐘乳石受海浪侵蝕，導致上方局部崩塌形成為池塘般的洞

口，俗稱“海洋池塘”。池底與海相通，海水呈現深藍色，地形非常稀有。 

溫馨提醒：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客人參加。請穿著舒適的鞋襪。行程的參觀順序可能會有變化。

建議攜帶太陽帽，墨鏡以及瓶裝水。位置有限，欲購從速。請穿著舒適及得體的衣服。 

 
 

 

022Z 宮古島自然與歷史：東平安名崎與上野德國文化村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三個半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本次行程您將領略美麗的宮古島的自然與歷史風景。 

我們首先將前往東平安名崎，位於東南方，左面比鄰太平洋，右面連接中國海。向海延伸長約 2公

里的海岬作為島嶼有代表性的觀光景點而聞名，其次還因為每年 4 月在這裡舉行的鐵人三項自行車

比賽而被海內外所熟悉。之後將前往平安名埼燈塔，領略俯瞰眾山小，一望無際的魅力海景。它是

日本沖繩縣宮古島東平安名崎突端所建立之大型燈塔，被選為“日本燈塔 50 選”之一，其周邊風景

環境被評選為“日本都市公園 100 選”之一。 

返回碼頭前將前往上野德國文化村，因 1873 年宮古島居民救起一批落難的德國船員，德國為表謝意

修建了博愛紀念碑，此後修建了該主題公園。園內有 Marksburg 城(博愛紀念館)及以德國童話世界

為主題的 KINDER HAUS 、水下觀光船博愛碧海晴天號、餐廳、博愛 PALACE 館等。 

溫馨提醒：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客人參加。請穿著舒適的鞋襪。行程的參觀順序可能會有變化。

建議攜帶太陽帽，墨鏡以及瓶裝水。位置有限，欲購從速。請穿著舒適及得體的衣服。 

 
 

 

023A 最美宮古島：東平安名崎及纜車觀光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四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本次行程將帶您領略宮古島令人神往的自然美景，並乘坐觀光纜車欣賞海天一色景色。 

我們首先將前往東平安名崎，位於東南方，左面比鄰太平洋，右面連接中國海。向海延伸長約 2公

里的海岬作為島嶼有代表性的觀光景點而聞名。之後將前往平安名埼燈塔，領略俯瞰眾山小，一望

無際的魅力海景。它是日本沖繩縣宮古島東平安名崎突端所建立之大型燈塔，被選為“日本燈塔 50

選”之一，其周邊風景環境被評選為“日本都市公園 100 選”之一。 



返回碼頭前將前往 Shigira 觀光海景纜車，它於 2016 年正式運營並且是沖繩地區僅有的纜車，全長

283 米，您可以 360 度飽覽宮古島海天一色的美景。 

 

 

溫馨提醒：海景觀光纜車的運營取決於當時的天氣狀況，由於天氣狀況屬於不可抗力不會進行提前

通知。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客人參加。請穿著舒適的鞋襪。行程的參觀順序可能會有變化。建

議攜帶太陽帽，墨鏡以及瓶裝水。位置有限，欲購從速。請穿著舒適及得體的衣服。 

 

 
 

 

023B 休閒宮古島：那霸前濱海灘 

 
成人 US$75.00 

 

遊覽時間：約兩個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本次行程將帶您前往景色宜人的那霸前濱海灘海灘，那裡海水晶瑩似水晶，令人心馳神往。 

第一站我們將來到龍宮堡瞭望台。在龍宮堡瞭望台，您可以領略到宮古島最無與倫比的風景。龍宮

堡瞭望台坐落於來間島，其特殊的外形就和它的名字“龍宮堡”的字面意思一樣，十分具有特色。 

之後我們那覇前浜海灘。碧綠色的海面反射出美麗的翠色亮光，白色的沙灘柔順又溫柔的鋪展在腳

下。宮古島十分有名的與那覇前浜海灘，被冠名為亞洲東部最美麗的海灘。七千米長的海岸線被白

色的沙粒層層覆蓋，鑽藍色的海水又將沙灘包裹，絕對能給人帶來無與倫比的視覺享受。 

 

溫馨提醒：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客人參加。請穿著舒適的鞋襪。行程的參觀順序可能會有變化。

建議攜帶太陽帽，墨鏡以及瓶裝水。位置有限，欲購從速。請穿著舒適及得體的衣服。 
 

 
 

 

023C 宮古島自然與購物：西平安名崎與海中公園 

 
成人 US$95.00 

 

遊覽時間：約三小時（不含餐）座位有限 

 
 

首先我們會來到到西平安名崎（Nishi Hennazaki）。西平安名崎是位於宮古島北部尖端的一個海角

景點。“Nishi”在日語中是西方的意思，但是該景點卻位於宮古島的北面。而這個地點為什麼會被

成為西平安名崎呢？實際上，這是因為在沖繩方言中，“Nishi”有北方的意思。在西平安名崎，有

一個位於該地點最高位置的瞭望台，在這個瞭望臺上，可以看到池間大橋和池間島。 

接下來您將來到宮古島海中公園。在宮古島海中公園，您可以盡情的領略海水中的世界，卻不用擔

心弄濕衣服。透過 24 塊有機玻璃，遊客可以近距離的觀察熱帶魚、章魚等海洋生物。最後，在回船

之前，您將有機會享受輕鬆購物的時光。 



溫馨提醒：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客人參加。請穿著舒適的鞋襪。行程的參觀順序可能會有變化。

建議攜帶太陽帽，墨鏡以及瓶裝水。位置有限，欲購從速。請穿著舒適及得體的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