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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7 月盛世公主~自費行程推薦 

沖繩   (石垣島三.四日行程不適用) 

 

行程 1: 琉球風情之旅- 首里城& 國際通商店街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218      行程時間: 約 4.5 小時      售價: 美金 69.95/ 成人；美金 49.95/ 兒童 

首里城 

建於 14 世紀後期，它曾是琉球王國國王的宮殿曾數次被摧毀並重建。最後一次是

在 1945 年沖繩戰役中被戰火徹底燒毀。此後，借助照片、官方記錄和記憶重建。

1992 年重新開放。首里城聞名於世，不僅僅因其建築特色，它還是聯合國世界遺

產之一。其他歷史遺跡包括著名的守禮門以及鄰近的皇家陵墓，也可到宮殿頂端欣

賞美妙的那霸市景觀。 

國際通商店街 

那霸市最大、最主要的觀光購物區域，富含國際風味，彙聚了百貨公司、旅店、餐

館和劇院。漫步在觀光客匯集的熱鬧街道之中，那霸專屬的美食、商品及資訊，保

證讓您滿載而歸! 這個絕佳的行程可以讓您悠閒的在街上漫步，品嘗各種當地美食，

盡享購物之樂。 

 

 

行程 2: 海葡萄採摘體驗之旅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268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99.95/ 成人；美金 49.95/ 兒童  

海葡萄採摘 

海葡萄在日本被稱為'Umi Budo'，這些海藻含有豐富的天然礦物質，看起來像綠色

的小葡萄。在海葡萄採摘體驗之後，您將獲得一小份可食用的海葡萄或一勺海葡萄

口味的冰淇淋作為紀念品。 

Ashibina Outlet 

沖繩第一家暢貨購物中心，樓高 2 層猶如希臘神殿班的建築物，獨特的外型給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知名品牌林立，品項豐富而價格實惠，2 樓設有各式餐飲店，是一

個可以讓人逛的開心、買的滿足、吃的高興的好地方。 

國際通商店街 

那霸市最大、最主要的觀光購物區域，富含國際風味，彙聚了百貨公司、旅店、餐

館和劇院。漫步在觀光客匯集的熱鬧街道之中，那霸專屬的美食、商品及資訊，保

證讓您滿載而歸! 這個絕佳的行程可以讓您悠閒的在街上漫步，品嘗各種當地美食，

盡享購物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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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3: 琉球文化王國與玉泉洞之旅-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 國際通商店街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273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89.95/ 成人；美金 59.95/ 兒童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與玉泉洞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是最能夠體驗琉球文化的主題園區；包含參觀著名的玉泉

洞，可近距離觀賞 30 萬年來慢慢形成的鐘乳石與石筍美景後，重現琉球風情的王

國村也邀您前來體驗，您也可以自費參與各種傳統手藝的習作，選購各式特色紀念

2 品；而「傳統太鼓隊」的「EISA」傳統藝能太鼓秀及舞蹈表演，更是不容錯過的

節目。 

國際通商店街 

那霸市最大、最主要的觀光購物區域，富含國際風味，彙聚了百貨公司、旅店、餐

館和劇院。漫步在觀光客匯集的熱鬧街道之中，那霸專屬的美食、商品及資訊，保

證讓您滿載而歸! 這個絕佳的行程可以讓您悠閒的在街上漫步，品嘗各種當地美食，

盡享購物之樂。 

 

 

行程 4: 山谷健行之旅- 齋場禦岳& Gangala Valley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473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89.95/ 成人；美金 59.95/ 兒童 

齋場禦岳 

沖繩有”日本夏威夷”的美譽，齋場禦岳或許是沖繩最神聖的地方，其名意為“淨

化之地”。是聯合國世界遺產，也是沖繩七大聖地之一，豐富的自然景觀，帶有一

種特別的平靜和冥想氛圍。禮儀祭壇是由這一俯瞰大海的多岩之岬上自然露出的石

頭、突起部分和洞穴創建而成。過去人們通過鐘乳石滴到罐中的“天賜聖水”來占

卜命運。現在人們仍然會來此祈禱和冥想。 

Gangala 山谷 

沖繩處處可見令人驚艷的地質及生態奇景穿過一個被當作會議室和咖啡廳兩用的洞

穴。如果時間充裕，您可以停歇此處，在鐘乳石之下的咖啡屋，悠閒的品嘗咖啡。

另外不要錯過有 150 多年樹齡的 Ufushu Gajimaru 樹，這棵菩提樹的根盤成了巨

大的支柱，曾作為祈禱者和公共聚會的遮蔽場所。這活躍的一天，必定能夠充實您

的精神、身體和靈魂。 

AEON（永旺購物中心） 

您可以逛逛這座現代購物綜合購物商場，這裡供有最新的時尚用品、紀念品、藥妝品、電子用品等產品。 

*本行程需於戶外步行約 40 分鐘，請斟酌體力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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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垣島   (沖繩四日行程不適用) 

 

行程 1: 石垣探索之旅  (華語導遊，含午餐) 

行程編號: ISG-108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售價: 美金 139.95/ 成人；美金 109.95/ 兒童  

玉取崎展望台 

遠眺太平洋和中國東海，無敵海景盡收眼底。展望台位於石垣島的北部，在晴朗的

天氣裡，您可以在這邊看到一路延伸到伊原間灣和平久保崎的風景。而美麗木槿花

更為美景增添了魅力。 

米原棕櫚樹林 

又稱為八重山棕櫚樹林。米原棕櫚樹大約 10 米高，一屬一種，是一種罕見的大棕

櫚，只在八重山群島生長，是日本國家指定的特別天然紀念物。 

石垣牛午餐 

石垣牛是指在日本沖繩縣石垣市及八重山郡出産的黑毛和牛品種，是日本最優質的

牛肉之一。 

川平灣 

獲得米其林導覽三星獎評價，是石垣島上最漂亮的景點，也是最佳的拍攝地點。隨

著陽光天色，反映出不同顏色層次的海水，讓人流連忘返。(因時間有限，此行程不

含玻璃船) 

BANNA 展望公園 

位於石垣島市區北邊的森林公園，是在外多年的當地住民回到石垣島也必定拜訪的

人氣景點。園區內可觀賞到各種植物。如果天氣允許，您可以看到石垣島市區和遠

眺竹富島。 

 

行程 2: 西表島叢林之旅 (華語導遊，含午餐) 

行程編號: ISG-118      行程時間: 約 6.5 小時      售價: 美金 219.95/ 成人；美金 199.95/ 兒童  

西表島是沖繩的第二大島嶼，一個未被破壞的天堂，有著嫩綠的森林、寧靜的河流、金黃的沙灘和鬱鬱蔥蔥的花園。 

西表石垣國立公園 

日本最南端的國家公園，公園內的叢林植物覆蓋了將近 90％，以其美麗的紅樹林而

聞名。 

叢林巡航 

沿著河蜿蜒穿過島上最長的水道之一時，您會覺得來到了新世界。當您沿著河往上

游時，導遊將會將景點一一介紹給您。當然，您也有機會穿過叢林，當您探索小徑

時，請您留意是否有看到島上的特有動物，西表山貓。 

乘坐水牛車前往由布島 

由布島與西表島之間海的深度，在漲潮時約為一公尺深，平時則不到一公尺；因此

在兩島之間移動搭乘水牛車絕對是最有趣的方式，也藉此體驗鄉村的樂趣。 

亞熱帶植物樂園 

由布島是方圓 2.15km、海拔為 1.5m 的小島， 整個島嶼都是亞熱帶植物園。島上

有亞熱帶特有的 10 多種棕櫚科椰子屬植物、朱纓花、沙漠玫瑰等花卉和樹木以及

芭樂、番木瓜等果樹，加起來超過 100 個品種！全年都能欣賞到這些五彩斑斕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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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3: 聚焦石垣之旅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ISG-203      行程時間: 約 4.5 小時      售價: 美金 79.95/ 成人；美金 49.95/ 兒童 

川平灣 

獲得米其林導覽三星獎評價，是石垣島上最漂亮的景點，也是最佳的拍攝地點。乘

坐玻璃底船是欣賞川平灣的最佳方式，海底下的豐富生態令人讚嘆！清澈的海水、

顏色耀人形態絕佳的珊瑚礁都會讓您感覺心情愉悅。 

玉取崎展望台 

遠眺太平洋和中國東海，無敵海景盡收眼底。展望台位於城市的北部，在晴朗的天

氣裡，您可以在這邊看到一路延伸到伊原間灣和平久保崎的風景。而美麗木槿花更

為美景增添了魅力。 

AEON（永旺購物中心） 

您可以逛逛這座現代購物綜合購物商場，這裡供有最新的時尚用品、紀念品、藥妝

品、電子用品等產品。 

 

行程 4: 竹富島文化之旅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ISG-218      行程時間: 約 4 小時       售價: 美金 149.95/ 成人；美金 99.95/ 兒童  

竹富島是一個迷人的小島，也是琉球文化的代表 

Taketomi Yugafukan 博物館 

被竹籬笆環繞，是一座傳統的木造建築物，館內展示了配有音樂的該地區故事影片。

竹富島是一個人口不到 300 人的小島，但卻極富魅力。因為其傳統、保存完好的琉

球村落，已成為最受遊客喜歡的地方之一，村裡的許多房子屋頂都是由紅黏土裝飾，

門外有獅子雕像守衛，還有的由火山岩壘成的低矮圍牆，其上爬滿了各色的鮮花。 

乘坐水牛車 

是首選的小鎮觀光方式，許多道路都是未鋪砌的白砂小路，慢悠悠的水牛車拉載著

遊客沿街而行。 

星砂海灘 

是造訪竹富島另一個必須觀賞的地方，日文稱為 Hoshizuna-no-hama 便是星砂海

灘，海濱上積聚的砂是微小的浮游動物(有孔蟲)聚集死後角質化形成的。您可以自己

仔細篩選砂礫以找到小小獨特的星形砂礫，或者像更多人喜歡的那樣，在紀念品店

裡購買。 

 

注意事項: 
1. 上述岸上觀光行程依每個出發日期停靠點不同而定，航程未停靠之行程無法報名。 

2. 岸上觀光一經報名確認後將不得取消，若自行放棄未參加仍需收取費用 

3. 岸上觀光費用將於登船後於遊輪上以美金收取(入帳到房帳中) 

4. 岸上觀光票券會送至艙房內，若未收到請向船上岸上觀光櫃台確認 

5. 岸上觀光集合地點及時間請依照票券上指示攜券前往，以免錯過 

6. 各行程有人數限制，售完不再增加名額 

7. 兒童是指 2 歲以上 12 歲以下之孩童 

8. 景點遊覽順序可能依當地交通或相關狀況稍做調整 

 

         此份文件中圖片使用出自於: [© 沖縄観光コンベンションビューロー][© Okinawa Convention＆Visitors Bureau][© OCV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