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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8 月盛世公主自費行程推薦 

沖繩  

 

行程 1: 琉球文化王國之旅 Okinawa World & Kokusai Street Tour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010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74.95/ 成人；美金 74.95/ 兒童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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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自主之旅 Churaumi Aquarium on your own (華語導遊，不含餐) 

請注意: 由於時間因素，上午抵達之航次方可報名此岸觀行程，下午抵達之航次不適用 

行程編號: OKA-133      行程時間: 約 8 小時       售價: 美金 84.95/ 成人；美金 44.95/ 兒童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美麗海水族館是海洋博公園中的人氣景點之一。水族館內主要分為三個展示區

域，珊瑚之海、黑潮之海及深層之海。閃耀著陽光的「珊瑚之海」，飼養並展

示著約 450 個群體、70 種不同種類的造礁珊瑚。稱為「黑潮之海」的巨大水

槽內，有著世界上最大的魚類－鯨鯊，以及於世上首次人工繁殖成功的鬼蝠

魟。光線無法觸及的「深層之海」目前約展示約有 70 種稀有的深海生物，幾

乎都是在沖繩外海水深 200m 以下所採集到的，此區域再現神秘的沖繩深

海，彷彿被沖繩的海洋所包圍，進入了海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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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3: 沖繩美國村之旅 Araha Beach, American Village & Shopping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183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售價: 美金 64.95/ 成人；美金 24.95/ 兒童 

安良波海灘 

於 2001 年開放的安良波海灘沙灘長度約 600 公尺，是安良波公園的一部分。

安良波公園鄰近超市與公寓住宅，是當地的人氣景點，也相當受到鄰近外國觀

光客歡迎的公園。週末時運動或烤肉的遊客會聚集於此，非常熱鬧。 

美國村 (自由活動) 

沖繩過去被美軍統治的期間長達二十七年，至今仍可以感受到許多美式氛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北谷美國村。美國村彙集了各種融合美國與日式風

情的特色街道，還有幾間大型商場、藥妝店、美式或和風雜貨店等。 

永旺購物中心 (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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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y 推薦”: 聚焦沖繩 "Discovery Recommended": Highlights of Okinawa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OKA-203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售價: 美金 89.95/ 成人；美金 39.95/ 兒童 

琉球村 

琉球村展現了沖繩古民宅村莊的迷人之處，也可體驗琉球平凡傳統的生活。這

裡展示了整個地區的原始建築，美食攤和餐館則以沖繩美食為特色。在此您也

可以嘗試不同的免費或自費體驗活動，如進行紡織、陶藝、繪畫和彈奏

Sanshin 吉他等。 

識名園 

識名園建於 1799 年，由於位處首里城的南邊，在古時候又被稱為「南苑」，

是琉球王室的離宮，用來款待皇室貴族和來自中國的冊封使。基本上是採用日

本庭園的池泉回遊式設計，園內的石橋和六角堂等則為中國式建築，因融合了

中日兩國的建築風格和造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獨特的琉球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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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垣島  

行程 1: 石垣風情之旅 Maesato Beach, Scenery & Shopping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ISG-020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59.95/ 成人；美金 59.95/ 兒童  

Maesato 海灘 

坐落於 ANA 洲際石垣渡假村前的 Maesato 海灘，即使是非客人，也可以免費使用海灘，淋浴和更衣室。此外，

您也可以自費租用遮陽傘和躺椅等或者體驗豐富的海上休閒活動 

玉取崎展望台 

展望台位於石垣島的北部，可遠眺太平洋和中國東海。在晴朗的天氣裡，您在

展望台能一覽石垣島美麗的藍海以及被稱作「獅子的尾巴」的平久保半島。平

久保半島的右側和左側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外海與内海的顏色不同之處。 

當地購物商店 

 您可在此購買到當地特產和伴手禮 

 

行程 2: 石垣精選之旅 Best of Ishigaki (華語導遊，含午餐) 

行程編號: ISG-103      行程時間: 約 6.5 小時      售價: 美金 109.95/ 成人；美金 59.95/ 兒童  

玉取崎展望台 

展望台位於石垣島的北部，可遠眺太平洋和中國東海。在晴朗的天氣裡，您在

展望台能一覽石垣島美麗的藍海以及被稱作「獅子的尾巴」的平久保半島。平

久保半島的右側和左側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外海與内海的顏色不同之處。 

米原棕櫚樹林 

又稱為八重山棕櫚樹林。米原棕櫚樹大約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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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午餐 

川平灣 

川平灣是西表石垣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因其粉白色的沙灘，清澈的海水和茂密

的植被而聞名，並獲得米其林指南三星的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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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程不含搭乘玻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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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擁有 2500 多種

不同的熱帶植物以及眾多的蝴蝶和螢火蟲物種。如果天氣允許，您可以看到石垣島市區和遠眺竹富島。此外，石

垣島的污染遠低於日本大多數城市，是日本為數不多可以在夜空中欣賞南十字星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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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3: 聚焦石垣之旅 Highlights of Ishig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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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5/ 成人；美金 49.95/ 兒童 

川平灣 

川平灣是西表石垣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因其粉白色的沙灘，清澈的海水和茂密

的植被而聞名，並獲得米其林指南三星的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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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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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台位於石垣島的北部，可遠眺太平洋和中國東海。在晴朗的天氣裡，您在

展望台能一覽石垣島美麗的藍海以及被稱作「獅子的尾巴」的平久保半島。平

久保半島的右側和左側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外海與内海的顏色不同之處。 

MaxValu（永旺超市）  

這區購物中心有超市，服飾店，百元店，餐廳，藥妝店等等，您可以在這裡慢

慢挑選當地特產和伴手禮。 

 

 

 

宮古島  

 

行程 1: 宮古風情之旅 Yonahamae Beach & Scenic Miyakojima with Shopping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MMY-020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69.95/ 成人；美金 69.95/ 兒童 

伊良部大橋 (巴士行經) 

是日本最長的免費通行大橋，全長達 3540 公尺，共花了 9 年多的時間建成，

被稱之為「夢之橋」。從橋上可遠眺宮古島，水天連成一色的湛藍大海，隨著

橋樑高低起伏，彷彿漫步在大海之上。另外在大橋起點處設有一座通往沙灘的

樓梯，可以從上而下欣賞這座橋樑及自然美景。 

牧山展望台 

遠眺牧山展望台，就像一隻大型灰面鵟鷹停在山頂上。作為伊良部島的最高

點，除了可以俯瞰伊良部大橋的完整樣貌外，天氣好時還可以同時看到可以同

時看到東邊的宮古島、池間島、來間島。 

與那霸前濱海灘 

被稱為東洋第一美的前濱海灘位於宮古島，長約 4 英哩，2014 年被 Trip 選為

最佳海灘。您可以漫步於雪白細緻的沙灘，也可以自費體驗各種海上活動，或

者租借沙灘椅在海灘上享受悠閒時光。海灘附近有移動小賣店和咖啡店，可以購買一些小吃一併享用。 

當地購物商店 

您可在此購買到當地特產和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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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2: 宮古家庭探索之旅 Discovery Family Miyakojima (華語導遊，不含餐) 

行程編號: MMY-603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售價: 美金 129.95/ 成人；美金 79.95/ 兒童 

Sea-Sky Hakuai 

您可以從這艘特製的半潛水船用獨特的角度來看宮古島海底世界。您將有機會在清

澈的海水中觀察海龜，欣賞五顏六色的魚的世界。 

Ueno German Culture Village UENO 德國文化村 

時間追溯到 1873 年，宮古島居民救了一批遭遇海難的德國船員，這個迷人的主題

公園是為了紀念德國人和宮古島居民間的情誼。建築的設計複製了馬克斯城堡，你

可在此自由遊逛、欣賞特色建築及美麗風景。 

Shigira Lift Ocean Sky (單程) 

前往 Shigira 渡假村中乘坐「THE SHIGIRA LIFT OCEAN SKY」，可將宮古島的蔚

藍天空與大海一覽無遺，宛如空中散步一般。 

*因需自行上下纜車，若行動較為不便，需斟酌是否參加此景點 

MaxValu（永旺超市） 

這區購物中心有超市，服飾店，百元店，餐廳，藥妝店等等，您可以在這裡慢慢挑選當地特產和伴手禮。 

 

 

 

岸上觀光報名注意事項 

1. 基於出發日期、人數限制及天候因素考量，公主遊輪保有行程變動或取消的權利 

2. 岸上觀光報名完成後，可於開航前 10 天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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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觀光若於行程當天自行放棄未參加者，仍需收取費用 

7. 各行程有人數限制，售完不再增加名額 

8. 兒童是指 2 歲以上 12 歲以下之孩童 

 

 

 

 

 

 

 

 

 

版權事項: [©Okinawa Convention＆Visitors Bureau] or [©OCV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