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限定】升等 3 晚 A 檔市區~沖繩‧東海岸最大水陸親子樂園 4 日

航班資訊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日 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飛行時間

2019/08/15

中華航空

CI122

17:10

TPE 桃園

19:45

OKA 琉球

01:30

2019/08/18

中華航空

CI123

20:55

OKA 琉球

21:10

TPE 桃園

01:30

行程特色


【SAN-A 浦添西海岸 PARCO CITY~全沖繩最大購物商城】
全沖繩店數最多！從 2017 年開始著手建設的沖繩最大購物商城，終於將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週四）開幕了。是具地
上 6 層樓的複合商業設施，由沖繩最大超市集團 SAN-A 與日本各地拓展流行百貨公司的 PARCO 聯手經營。1 樓至 3 樓商
家所佔的面積極廣，可謂是沖繩第一。店鋪數量亦在沖繩獨占鰲頭，聚集 250 間店鋪，其中初次進駐沖繩的店鋪就有 94
間，只有在這裡才找得到的獨家店鋪眾多，魅力至極。4 樓至 6 樓為停車場樓層，有可容納約 2,400 輛汽車、不受天氣
影響的室內停車場，讓您在雨天也能輕鬆造訪，整棟設施約可停 4,000 輛車。



【沖繩東海岸最大道之驛宜野座~水陸親子樂園】
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是沖繩東海岸唯一的休息站，離沖繩高速公路宜野座交流道不遠，2018/04/28 新開放的四層
樓大型溜滑梯遊具，新穎好玩又刺激，溜滑梯、彈跳床、攀岩…,另一邊還有超大的戲水池，小朋友來到這裡，不但可
以挑戰好玩的遊具，還可以在安全的戲水池中玩水，道の駅宜野座儼然就是兒童水陸新樂園，也是目前沖繩最夯最新的
兒童遊具設施，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還有景觀台、咖啡廳、餐廳，另外也有農產品特產中心！



【文化歷史行程】


琉球王朝古蹟：參觀【守禮門、首里城(外城) 】，此景點是最能代表沖繩的地方!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 東南亞最大鐘乳石洞及真人現場表演"傳統大鼓隊"民俗豐年祭舞。是沖繩最大型體
驗琉球文化的主題園區。

優質住宿
酒店設有四個絕佳的餐飲場所，不僅有休閑自助餐，還有 Fuji 餐廳，反映日本四季變化的精致典雅美食。Shunten 則
可供應地道的港式點心。The Grand Castle Caf&eacute; Dining 餐廳全天提供寧靜宜人的用餐體驗，從位于酒店 20
樓的 Sunset 酒廊酒吧則可欣賞那霸最壯美的景色。每間客房均以典雅色調營造輕松宜人氛圍，并設有 40 英寸電
視、工作站、空氣凈化器、迷你冰箱、日式坐浴盆、帶咖啡桌的起居區和無線上網（收費）。

那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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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東海岸最大道之驛宜野座~水陸親子樂園
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是沖繩東海岸唯一的休息站，離沖繩高速公路宜野座交流道不遠，2018/04/28 新開放的四
層樓大型溜滑梯遊具，新穎好玩又刺激，溜滑梯、彈跳床、攀岩…,另一邊還有超大的戲水池，小朋友來到這裡，不
但可以挑戰好玩的遊具，還可以在安全的戲水池中玩水，道の駅宜野座儼然就是兒童水陸新樂園，也是目前沖繩最夯
最新的兒童遊具設施，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還有景觀台、咖啡廳、餐廳，另外也有農產品特產中心！

SAN-A 浦添西海岸 PARCO CITY~全沖繩最大購物商城
全沖繩店數最多！從 2017 年開始著手建設的沖繩最大購物商城，終於將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週四）開幕了。是具
地上 6 層樓的複合商業設施，由沖繩最大超市集團 SAN-A 與日本各地拓展流行百貨公司的 PARCO 聯手經營。1 樓至 3
樓商家所佔的面積極廣，可謂是沖繩第一。店鋪數量亦在沖繩獨占鰲頭，聚集 250 間店鋪，其中初次進駐沖繩的店鋪
就有 94 間，只有在這裡才找得到的獨家店鋪眾多，魅力至極。4 樓至 6 樓為停車場樓層，有可容納約 2,400 輛汽車、
不受天氣影響的室內停車場，讓您在雨天也能輕鬆造訪，整棟設施約可停 4,000 輛車。

株式会社 上間菓子店
藥草香皂 DIY

行程計畫
第1天

台北／沖繩

【早餐】X

【飯店】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Shuri

【午餐】X

Castle ／ 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或 同級

【晚餐】機上輕食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最南端－有日本夏威夷之稱的島嶼，琉球群島
－沖繩。

第2天

藥草香皀 DIY→沖繩海洋博公園～沖繩鄉土文化村.歌謠植物園～音樂遊園車～海豚
表演秀～珊瑚七色海～沖繩美之海水族館→古宇利島→那霸

【早餐】飯店內

【飯店】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Shuri

【午餐】海洋博公園景觀自助餐

Castle ／ 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晚餐】海鮮火鍋(黑毛豬+野菜+烏龍麵+飲料+泡盛無限+每人現炸

同級

／或

天婦羅一份)
【海洋博公園】於 2002 年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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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欣賞可愛的【海豚劇場】，絕對讓您在此渡過難忘的歡樂時
光！【OKI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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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宇利島大橋】跨越美麗湛藍海洋且約 2 公里的大橋，連接著屋我地島及擁有沖繩版亞當與夏娃神話傳說的古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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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天

沖繩東海岸最大道之驛宜野座～水陸親子樂園→北谷美國村→サンエー西海岸
PARCO CITY(約 250 間店鋪數. 3800 車位是沖繩最大型百貨商場)

【早餐】飯店內

【飯店】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Shuri

【午餐】方便逛街～發放代金日幣 1000

Castle ／ DoubleTree by Hilton Naha

【晚餐】方便購物逛街敬請自理

同級

／或

【沖繩東海岸最大道之驛宜野座~水陸親子樂園】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是沖繩東海岸唯一的休息站，離沖繩高速
公路宜野座交流道不遠，2018/04/28 新開放的四層樓大型溜滑梯遊具，新穎好玩又刺激，溜滑梯、彈跳床、攀岩…,
另一邊還有超大的戲水池，小朋友來到這裡，不但可以挑戰好玩的遊具，還可以在安全的戲水池中玩水，道の駅宜野
座儼然就是兒童水陸新樂園，也是目前沖繩最夯最新的兒童遊具設施，道の駅宜野座漢那休息站還有景觀台、咖啡廳、
餐廳，另外也有農產品特產中心！
【北谷町美國村】綜合文化商業設施，美國村的醒目標誌是直徑 50 米的大觀覽車，美國村內擁有以 3D 映像為主體的
娛樂設施，8 個屏幕的電影館、購物中心、保齡球場、美國餐廳、錄音室、娛樂中心、進口雜貨店等，另備有運動的
複合設施。《戀戰沖繩》另一個拍攝場，正是好個美國風情的最 in 最潮流的大型購物娛樂區，是去沖繩的掃貨之選。
【SAN-A 浦添西海岸 PARCO CITY~全沖繩最大購物商城】全沖繩店數最多！從 2017 年開始著手建設的沖繩最大購物商
城，終於將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週四）開幕了。是具地上 6 層樓的複合商業設施，由沖繩最大超市集團 SAN-A 與日
本各地拓展流行百貨公司的 PARCO 聯手經營。1 樓至 3 樓商家所佔的面積極廣，可謂是沖繩第一。店鋪數量亦在沖繩
獨占鰲頭，聚集 250 間店鋪，其中初次進駐沖繩的店鋪就有 94 間，只有在這裡才找得到的獨家店鋪眾多，魅力至極。

4 樓至 6 樓為停車場樓層，有可容納約 2,400 輛汽車、不受天氣影響的室內停車場，讓您在雨天也能輕鬆造訪，整棟
設施約可停 4,000 輛車。

第4天

文化遺產首里城跡(外城)守禮門→免稅店→道の駅～系滿魚市樂購趣→玉泉洞～國
王村～琉球大鼓秀表演→梅菓子工場見学（點心一袋免費裝到滿）→沖繩 OUTLET MALL
ASHIBINAA→那霸／台北

【早餐】飯店內

【飯店】溫暖的家

【午餐】方便逛街～發放代金日幣 1000
【晚餐】沖縄菜園自助餐 或 和洋自助餐
琉球王朝古蹟：是最後統一沖繩的國王所建的都城。參觀【守禮門、首里城(外城)】此景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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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門、是琉球熱門景點之一。
續往系滿當地特色漁市場採購美味平價的海鮮生魚美食，這裡有生魚片料理、超大的甜蝦、牡蠣、小朋友最愛的鮭魚
卵及炸物，是個乾淨又悠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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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outlet mall ASHIBINAA】就能感受到沖繩獨有的活力與朝氣！從 COACH、SEE BY CHLOE 等國際名牌精品，到東
京人氣拉麵店一燈的姐妹店豚骨一燈與沖繩知名的牛排店等，超過 100 家店舖、300 多個品牌進駐，滿足你所有的需
求。開放式的購物空間點綴著園區內的亞熱帶景觀，廣場上更可以欣賞到沖繩文化的不定時的表演活動，在購物的同
時，也能輕鬆享受度假氛圍。

行程內容將根據內陸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現金優惠價

2019 年: 08/15、08/20
$27,500 元

訂金：8,000 元

費用包含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責險
+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足 70 歲貴賓,只能投保 200 萬+20 萬)、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自行前往機場者 或 限桃園以
北；超過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 $500 元)、兩人一台不限流量
WIFI 機。

費用不含

護照工本費、床頭、行李等禮貌性質小費、行李超重費及私人開銷等。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