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沖繩～沖繩精選四日遊(A 檔行程)

【沖繩縣】
在九州與臺灣島之間，由大小 100 多個島嶼組成，位於日本列島的最南端。冬天氣溫與東
京、大阪的春天相似，終年氣候宜人，溫暖如春。各個島上都群生著榕樹等各種熱帶、亞熱
帶植物，終年鮮花不斷。西表島上生息著“西表山貓”，屬於天然紀念物，珍奇生物很多也
是這裏的特點之一。湛藍的海水、白色的南國海濱、色彩鮮豔的海魚穿梭在成群的珊瑚礁中，
這裏作爲休閒度假區和潛水運動的場所深受人們的歡迎。

飯店參考
【首里城希爾頓逸林酒店】
酒店坐落于首里古城內，是距離首里城最近的酒店。酒店距離那霸僅需五分鐘車程，交通便利、四通八達，
可輕松前往多個熱門當地景點，其中包括國際通商業街、Chura-umi 水族館、美國村和北部的數個迷人海
灘。

【沖繩那霸 MERCURE 飯店】
隸屬法國雅高飯店集團(La Club Accor Hotels) 2012 年 4 月新開幕,位在商業區鄰近那霸市中心，並且方便
前往那霸機場以及觀光勝地-國際通大街、首里城..等等。飯店客房設計融合沖繩地區風情與法式摩登時。

航班說明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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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華信航空

華信航空

星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每周三、六

AE-282

台中

沖繩

09:45

12:10

每周一、四

AE-2282

台中

沖繩

11:35

14:00

每周三、六

AE-283

沖繩

台中

13:10

14:00

每周一、四

AE-2283

沖繩

台中

15:00

15:50

行程安排
第一天: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那霸空港→玉泉洞～國王村～琉球大鼓秀表演～瀨長島～OUTLET MALL
集合於台中國際機場，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夏威夷之稱的島嶼琉球群島—OKINAWA（沖繩）。【玉泉洞】
觀賞 95 萬支奇特變化萬千的鐘乳石、石筍，驚嘆大自然的巧手神工；接著觀摩琉球首里城的城下町—【王國村】，見習琉球工
藝、民藝、手藝各種傳統的藝能場、傳統老式的製陶瓷場、玻璃工廠、製酒場、製黑糖工廠、王朝時代的織布染布工廠、古代的
琉球木屋、朝貢船、熱帶果樹園及觀賞【琉球傳統大鼓隊】，民俗豐年祭舞蹈表演。前往碼頭搭乘半潛水艇（或玻璃底船）出海，
觀賞海水清澈透明、珊瑚礁千姿百態及清晰可見、色彩繽紛的熱帶魚、群戲游於其中，亦生息著無數珍奇美妙的海洋生物，待您
去探求。【瀨長島】近距離欣賞小島上空劃過的飛機，靜靜品味美麗的夕陽，是沖繩南部「瀨長島」獨特之處。瀨長島位於那霸
機場南方的豐見城市，鄰近機場且在飛機起降的動線上，在島上您可以欣賞上空劃過的飛機，感受到飛機近距離的魄力。瀨長島
的西側是日落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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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沖繩菜園自助餐 或 琉球料理套餐
旅 館：首里城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沖繩那霸 MERCURE 飯店 或 同等級
第二天:海濱絕景～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屋我地島→御果子御殿～探訪沖繩原生林～亞熱帶恐龍主題森
林公園→沖繩海洋博公園～海豚表演秀～珊瑚七色海～沖繩美之海水族館→免稅店
【美之海水族館】沖繩美之海水族館於 2002 年 11 月 1 日全新開幕以”與琉球海洋有約”為主題，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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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棒的世界第一大水族箱一黑潮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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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軟骨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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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另
有(海牛館、海龜館)可參觀，並欣賞(海豚劇場)，可愛聰明富靈性的海豚帶給遊客智慧型表演並可拍照留念。【古宇利島】僅次
於 2015 年即將完成的伊良部大橋，是沖繩縣內連接離島長度第二的大橋。「古宇利大橋」之美是沖繩屬一屬二的人氣景點。橋
的另一頭是擁有人類發祥地之說的古宇利島，傳說中沖繩的亞當與夏娃－「Uminai 與 Umiki」，從天而降後在此生活繁衍後代。
【亞熱帶恐龍主題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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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御果子御殿
(晚餐)／海鮮火鍋＋猪肉暢食＋飲料無限
旅 館：首里城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沖繩那霸 MERCURE 飯店 或 同等級
第三天：全天自由活動～贈送一日電車券～暢遊那霸市區
飯店早餐後，建議你可使用贈送之電車券搭乘沖繩單軌電車來趟便捷之旅體驗：2003 年 8 月正式啟用的沖繩都市單軌電車”
Yui-Rail”串連那霸市內 15 個車站，首站那霸機場（國內線機場航廈 2 樓處乘車）到末站首里城全程約 27 分鐘，途中並會行經
大型購物中心國際名人通、新都心、首里等主要地區。每一站的周圍站內各有其不同的風情,值得您一一探索體驗。
※電車券每人一張，如無使用將不提供退費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購物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購物逛街敬請自理
旅 館：首里城希爾頓逸林酒店 或沖繩那霸 MERCURE 飯店 或 同等級
第四天：沖繩那霸空港→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
晨喚梳洗後，收拾好行李，用完早餐，收起滿滿的回憶，我們隨後專車接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結束一趟沖繩繽紛之旅。
結束一趟沖繩繽紛之旅，別灰心～沖繩隨時等著各位～期待您下次的蒞臨，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旅

館：溫暖的家

【行程景點順序或餐食安排，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會做適當之調整，敬請見諒，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權利。】

來去沖繩～沖繩精選四日遊(B 檔行程)

【沖繩縣】
在九州與臺灣島之間，由大小 100 多個島嶼組成，位於日本列島的最南端。冬天氣溫與東
京、大阪的春天相似，終年氣候宜人，溫暖如春。各個島上都群生著榕樹等各種熱帶、亞熱
帶植物，終年鮮花不斷。西表島上生息著“西表山貓”，屬於天然紀念物，珍奇生物很多也
是這裏的特點之一。湛藍的海水、白色的南國海濱、色彩鮮豔的海魚穿梭在成群的珊瑚礁中，
這裏作爲休閒度假區和潛水運動的場所深受人們的歡迎。

飯店參考
【那霸久米微笑飯店】
距離國際通極限廳前地鐵站僅僅步行 10 分鐘即可抵達，擁有 263 間客房的都會型飯店，交通方便，在愉悅
的南國氣氛中，不僅可以享受多種商業午餐，還可享用廚師特別推薦的晚餐。

【那霸 NEST 酒店】
”如同自宅般地舒適”NEST 可提供您外出旅遊,也能如同處身自宅般地舒適安心感｡當您感到疲勞､或是想
迎接早晨珍貴時光時,期許我們是能提供讓旅客由衷地感到安穩地酒店｡

航班說明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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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星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每周三、六

AE-282

台中

沖繩

09:45

12:10

每周一、四

AE-2282

台中

沖繩

11:35

14:00

每周三、六

AE-283

沖繩

台中

13:10

14:00

每周一、四

AE-2283

沖繩

台中

15:00

15:50

華信航空

華信航空

行程安排
第一天: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那霸空港→玉泉洞～國王村～琉球大鼓秀表演～瀨長島～OUTLET MALL
集合於台中國際機場，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夏威夷之稱的島嶼琉球群島—OKINAWA（沖繩）。【玉泉洞】
觀賞 95 萬支奇特變化萬千的鐘乳石、石筍，驚嘆大自然的巧手神工；接著觀摩琉球首里城的城下町—【王國村】，見習琉球工
藝、民藝、手藝各種傳統的藝能場、傳統老式的製陶瓷場、玻璃工廠、製酒場、製黑糖工廠、王朝時代的織布染布工廠、古代的
琉球木屋、朝貢船、熱帶果樹園及觀賞【琉球傳統大鼓隊】，民俗豐年祭舞蹈表演。前往碼頭搭乘半潛水艇（或玻璃底船）出海，
觀賞海水清澈透明、珊瑚礁千姿百態及清晰可見、色彩繽紛的熱帶魚、群戲游於其中，亦生息著無數珍奇美妙的海洋生物，待您
去探求。【瀨長島】近距離欣賞小島上空劃過的飛機，靜靜品味美麗的夕陽，是沖繩南部「瀨長島」獨特之處。瀨長島位於那霸
機場南方的豐見城市，鄰近機場且在飛機起降的動線上，在島上您可以欣賞上空劃過的飛機，感受到飛機近距離的魄力。瀨長島
的西側是日落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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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沖繩菜園自助餐 或 琉球料理套餐
旅 館：那霸久米微笑飯店 或 那霸 NEST 酒店 或 同等級
第二天:海濱絕景～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屋我地島→御果子御殿～探訪沖繩原生林～亞熱帶恐龍主題森林公園→沖繩海洋博
公園～海豚表演秀～珊瑚七色海～沖繩美之海水族館→免稅店
【美之海水族館】沖繩美之海水族館於 2002 年 11 月 1 日全新開幕以”與琉球海洋有約”為主題，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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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棒的世界第一大水族箱一黑潮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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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軟骨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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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另
有(海牛館、海龜館)可參觀，並欣賞(海豚劇場)，可愛聰明富靈性的海豚帶給遊客智慧型表演並可拍照留念。【古宇利島】僅次
於 2015 年即將完成的伊良部大橋，是沖繩縣內連接離島長度第二的大橋。「古宇利大橋」之美是沖繩屬一屬二的人氣景點。橋
的另一頭是擁有人類發祥地之說的古宇利島，傳說中沖繩的亞當與夏娃－「Uminai 與 Umiki」，從天而降後在此生活繁衍後代。
【亞熱帶恐龍主題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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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御果子御殿
(晚餐)／海鮮火鍋＋猪肉暢食＋飲料無限
旅 館：那霸久米微笑飯店 或 那霸 NEST 酒店 或 同等級
第三天：全天自由活動～贈送一日電車券～暢遊那霸市區
飯店早餐後，建議你可使用贈送之電車券搭乘沖繩單軌電車來趟便捷之旅體驗：2003 年 8 月正式啟用的沖繩都市單軌電車”
Yui-Rail”串連那霸市內 15 個車站，首站那霸機場（國內線機場航廈 2 樓處乘車）到末站首里城全程約 27 分鐘，途中並會行經
大型購物中心國際名人通、新都心、首里等主要地區。每一站的周圍站內各有其不同的風情,值得您一一探索體驗。
※電車券每人一張，如無使用將不提供退費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 館：那霸久米微笑飯店 或 那霸 NEST 酒店 或 同等級
第四天：沖繩那霸空港→台中清泉崗國際機場
晨喚梳洗後，早上您可以再集合時間前再去飯店附近逛逛，我們將由專車接往那霸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台灣機場，結束一趟沖
繩繽紛之旅，別灰心～沖繩隨時等著各位～期待您下次的蒞臨，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餐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溫暖的家
旅 館：溫暖的家
【行程景點順序或餐食安排，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會做適當之調整，敬請見諒，本公司保留最終解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