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漾沖繩優質】貓島奧武島、BIOS 山中森林、古宇利海洋塔、海洋博 4 日
成團人數

16 人成行

旅遊天數

4 天 3 夜

團費說明

訂金$ $10,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未滿 15 歲或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 此為經濟艙報價，實際價格以網頁為主。

◤ 航班資訊

去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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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時間

出發機場

抵達時間

抵達機場

時間

CI 中華航空

120

08:10

TPE 台北市

10:40

OKA 沖繩

01:30

2019/08/2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019/08/20

琉球那霸機場

11:45

OKA 沖繩

12:25

TPE 台北市

2019/08/23

琉球那霸機場

2019/08/23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CI 中華航空

121

01:30

◤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奧武島】－貓咪與鮮魚天婦羅之島：距離沖繩本島只有 100 公尺，是目前許多部落客推薦必遊沖繩南部的景點之
一！奧武島又有貓咪之島之稱，且具有迷人的道地沖繩小島氣氛，喜歡吃海鮮、天婦羅的朋友、享受在地的沖繩氣氛、
跟逗趣的貓咪玩耍，千萬不能錯過奧武島這個美麗樸實的小島嶼。
※ BIOS 山中森林 ：為琉球最具規模的自然生態園山中森林參觀，此園位於海拔 110 公尺的山丘上，佔地約 10 萬坪，
是一座費時多年，精心規畫，卻不留人工刻痕的自然森林公園，全區佈滿亞熱帶植物，其間還有不少超過百齡的老樹，
遊走在森林步道上，左望東海，右眺太平洋，清涼的海風，吹拂在身上，令人心曠神怡，忘卻凡間俗事。
※ 海洋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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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EON MALL OKINAWA RYCOM（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全沖繩最大規模購物商城】 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開
幕，建在曾為美軍高爾夫球場，超過 17 萬平方公尺的廣大佔地上。包含擁有 60 家店舖、約 5,500 席，規模驚人的美食
區，以及將 16 家嬰幼兒&兒童用品店齊聚一堂、沖繩最大的兒童區等，共 5 層樓商業設施裏集結了約 235 家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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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文介紹
奧武島－貓咪與鮮魚天婦羅之島
距離沖繩本島只有 100 公尺，是目前許多部落客推薦必遊沖繩南部的景點之
一！奧武島又有貓咪之島之稱，且具有迷人的道地沖繩小島氣氛，喜歡吃海
鮮、天婦羅的朋友、享受在地的沖繩氣氛、跟逗趣的貓咪玩耍，千萬不能錯
過奧武島這個美麗樸實的小島嶼。

奧武島上的貓咪
被可愛的貓咪攻陷的沖繩小漁村“奧武島”!!!，又稱“貓咪之島” 是愛貓
的各位必去的景點之一!!在這裡會無時無刻的被貓咪包圍，且貓咪非常親近
人類非常惹人愛呢! 地點位在南城市邊緣，從那霸開車過去約莫 40 分鐘，
雖說是島，但不需坐船即可到達，非常的方便唷!&nbsp;

海洋博公園-美之海水族館
【海洋博公園】【沖繩美之海水族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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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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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 AEON MALL OKINAWA
RYCOM
全沖繩最大規模購物商城，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開幕，建在曾為美軍高爾夫
球場，超過 17 萬平方公尺的廣大佔地上。包含擁有 60 家店舖、約 5,500 席，
規模驚人的美食區，以及將 16 家嬰幼兒&amp;兒童用品店齊聚一堂、沖繩
最大的兒童區等，共 5 層樓商業設施裏集結了約 235 家專賣店。還有能悠閒
徜徉的花園區和豐富的展演空間，每天都舉辦音樂現場演奏、街頭表演和沖
繩傳統藝能等，熱鬧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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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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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王朝古蹟【守禮門、首里城 ( 外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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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
到沖繩觀光絕不可錯過沖繩世界文化王國！在這裡您可以了解沖繩的歷
史、文化、自然等，自費參加各式各樣體驗活動。參觀被譽為東洋第一的鐘
乳石洞「玉泉洞」感受神秘氣氛，漫步於被指定為有形文化財的「琉球王朝
城町」
，最後可別錯過傳統藝能 EISA 太鼓表演，與一家人及朋友在此同樂！

◤ 行程計畫
第1天

台北╱沖繩→玉泉洞王國村+琉球大鼓隊表演→奧武島（貓咪與鮮魚天婦羅之島）

【早餐】機上輕食

【飯店】SOUTHERN BEACH ／ KARIYUSHI

【午餐】三郎龍蝦排套餐+石斑魚每人 1 隻或四之

BEACH ／ The Southern Links Resort Hotel

竹 shabu shabu+石斑魚套餐

／ KARIYUSHI URBAN ／ RIZZAN SEA

【晚餐】飯店內

PARK 海景皇宮 ／ SOUTHERN BEACH ／
KARIYUSHI BEACH ／ RESONEX(東館) ／
沖繩殘波岬皇家飯店 ／ KISE BEACH PALACE
或／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Naha Shuri
Castle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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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
達後，隨即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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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武島】－貓咪與鮮魚天婦羅之島：距離沖繩本島只有 100 公尺，是目前許多部落客推薦必遊沖繩
南部的景點之一！奧武島又有貓咪之島之稱，且具有迷人的道地沖繩小島氣氛，喜歡吃海鮮、天婦羅
的朋友、享受在地的沖繩氣氛、跟逗趣的貓咪玩耍，千萬不能錯過奧武島這個美麗樸實的小島嶼。
※凡遇新年/聖誕/元旦連休假期， 4/29-5/7 日本黃金週 或 8/7-16 日本 中元節，此行程以三晚住宿
市區為主

第2天

古宇利大橋→古宇利 Ocean Tower（自動遊覽車、貝殼博物館）贈南瓜泡芙→海洋博
公園（水族館、海豚表演）→參觀 BIOS 山中森林
【早餐】飯店內

【飯店】PACIFIC 太平洋 ／ DoubleTree by

【午餐】風味自助餐

Hilton Hotel Naha Shuri Castle ／ NAHANA

【晚餐】風味日式定食+傳統表演

／ AZAT 新館 ／ ROYAL ORION 西武 ／
KARIYUSHI URBAN ／ NOVOTEL OKINAWA
NAHA ／ NEST(新館)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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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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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宇利 Ocean Tower】2013 年 11 月全新觀光景點，乘坐著自動駕駛的自動車，帶您認識介紹這座
戀之島，在鑑賞完展示著世界各地貝殼的博物館後，登上展望塔俯瞰 Ocean Tower 所引以為傲的古
宇利海景。此外商店裡的古宇利限定土產及擁有浪漫海景席的餐廳，更是讓您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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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S 山中森林】為琉球最具規模的自然生態園『山中森林』參觀，此園位於海拔 110 公尺的山丘
上，佔地約 10 萬坪，是一座費時多年，精心規畫，卻不留人工刻痕的自然森林公園，全區佈滿亞熱
帶植物，其間還有不少超過百齡的老樹，遊走在森林步道上，左望東海，右眺太平洋，清涼的海風，
吹拂在身上，令人心曠神怡，忘卻凡間俗事。可自費搭乘遊覽船展開穿梭於山中森林的『環湖之旅』，
船行湖面，欣賞湖週景色，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各式稀有蘭花，以自然之姿生長在群木間，美麗的花
蝴蝶，翩翩起舞，和跳躍在花叢樹間的可愛小鳥，交織出一幅人間仙境，園內還有佔琉球全境 80%種

類的昆蟲等著您來相認喔。

第3天

琉球王朝古蹟【守禮門、首里城 ( 外城 )

】→藥妝店或免稅店→AEON MALL

OKINAWA RYCOM（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瀨長島 Umikaji Terrace
【早餐】飯店內

【飯店】PACIFIC 太平洋 ／ DoubleTree by

【午餐】琉球自助餐

Hilton Hotel Naha Shuri Castle ／ NAHANA

【晚餐】燒肉 BARBQ 吃到飽

／ AZAT 新館 ／ ROYAL ORION 西武 ／
KARIYUSHI URBAN ／ NOVOTEL OKINAWA
NAHA ／ NEST(新館)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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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ON MALL OKINAWA RYCOM（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全沖繩最大規模購物商城】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開幕，建在曾為美軍高爾夫球場，超過 17 萬平方公尺的廣大佔地上。包含擁有 60 家店
舖、約 5,500 席，規模驚人的美食區，以及將 16 家嬰幼兒&兒童用品店齊聚一堂、沖繩最大的兒童區
等，共 5 層樓商業設施裏集結了約 235 家專賣店。還有能悠閒徜徉的花園區和豐富的展演空間，每天
都舉辦音樂現場演奏、街頭表演和沖繩傳統藝能等，熱鬧紛呈。
【瀨長島 Umikaji Terr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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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天

那霸╱台北

【早餐】飯店內

【飯店】溫暖的家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輕食
早餐後，接著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愉快的沖繩花漾
之旅。

◤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雙重保證～東南貴賓專屬★
★ 保證一：東南沖繩全系列商品外站『保證』不合車
★ 保證二: 團體人數滿 25 人佔床以上，『保證』派遣大型巴士服務！





















































注意事項：
※敬告旅客須知: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每航班嬰兒有上限數量。即日起，如有嬰兒同行者，請於報名時通知業務，
並同時提供開票的名單及出生年月日 , 依航空公司入名單順序受理回覆，額滿後即不再受理並退回訂金。
※持中華民國護照進入日本免簽(需有身份證字號)，護照效期需有以返國日期加上六個月以上效期，其他國藉護照請洽客
服人員。
【特別說明】
※團體飯店恕無法接受指定房型，如欲指定需另補價差。
※飯店安排順序及出發班機以行前確定後說明資料為準。
※團體飯店住宿為二人一室(二張床為主)，如需求一大床房間時，須視當天飯店住房狀況，回覆是否給房，無法保證房型。
(部份飯店大床房為升等房型，需另加收房費差額 )。
※部分飯店本身無三人房型或遇三人房滿房時，則需拉出一位旅客與同團之同性團員合房，如無法合房時，需補收單人房
差。
※單人報名，如遇不能湊成雙人房時，敬請補房間差額， 才受理報名。
※沖繩飯店規定，小孩 6 歲以上無法不佔床，均須以加床或佔床為主，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報名 1 大人 1 小孩，小孩未滿 12 歲者，需為佔床，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逢日本國內旅遊旺季期間或有更換同級旅館情形，請以行前說明會確認為準，有時行程說明資料須要到出發日前 1~3 個
工作天才會下來，敬請見諒。
※如遇台灣、日本假期，寒、暑假旺季以及修學旅行和沖繩縣政府舉辦活動慶典或飯店滿房時，可能會調整需要旅客配合
以三人一房或四人一房，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正常餐食九餐，本公司會因季節性或抵達班機時間不同而變更餐食及景點順序內容之權利。
※本行程華航開立電子機票，因應環保及各方面作業，將不再列印機票票根，如有需要者應於出發前三天通知，開票後將
無法作業或自行保留搭機當天登機存根聯，敬請包涵。
※行程或海上活動因天災或海上風浪太大，為考慮旅客安全，致無法成行，不另退任何費用。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必須有家人或友人同行，
方可報名，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琉球小費：領隊兼導遊或當地導遊及領隊每人每天 NT300 元。
※＊持外國護照大人、小孩或行程中離隊,一律追加團費每人 NT1200 元。
※行程中若離隊或自行放棄參觀景點，本公司恕不退費。
※旺季期間無法指定飯店,飯店安排順序及出發班機以行前確定後說明資料為準。
※逢日本國內旅遊旺季期間或有更換同級旅館情形(如遇 12/23~1/06 聖誕節及日本新年、4/28～5/5 日本黃金週、8/9～16 日
本中元節、9/16~24 日本秋分連休，則將改以市區住宿三晚為主作業，飯店恕不接受指定，無法指定連泊！另卡滿房會有
升等一晚海濱飯店的狀況發生，故實際住宿飯店，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以上行程內容保証完整、景點先後順序以班機時間不同及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本公司保留最後出發人數之決定權。
※琉球航線機上特殊餐食規定如下
(最終回覆仍需由航空公司為主，且保有變更的權益！敬請見諒！)
(1)中華航空：
因去回程的餐點皆由台灣空廚準備；以簡易餐點為主！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華航 TPE/OKA/TPE 來回僅提供 VOML(東方素)/DBML(糖尿病餐)/BBML(嬰兒餐)
已無提供其他餐食選項~
(2) 長榮航空：
因航程時間較短之故，皆以冷食為主！特殊餐食的服務只有以下餐點：中式素食／嬰兒餐(無兒童餐及忌牛餐的服務)
※ 特別說明：
1．日本國土交通省於平成 24 年 6 月(2012 年)發布最新規定，每日行車時間不得超過 8-10 小時（以自車庫實際發車時間為
計算基準），以有效防止巴士司機因過(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 【2019 日本國定假日】如遇日本假期前夕飯店比較容易緊張或滿房，特此提供參考
12/28-01/05 日本新年
01/12-01/14 日本成人式
02/09-02/11 日本建國紀念日
03/21 春分之日
04/04-04/07 清明連休
04/13 琉球海炎祭
04/27-05/06 日本黃金週
7/15-17 海之日
8/5-13 中元節
8/11-13 山之日
9/16-18 敬老日
9/23 秋分
10/7-9 體育日
11/3-5 文化日
11/23-11/25 勞動節
11/30-12/2 馬拉松日
12/22-12/25 聖誕節

出發時間：2019 年 08 月 20 日
報價：現金：31500 元
費用包含：
1. 交通費：行程內所使用之 中華航空公司為主。
2. 住

宿：行程內所安排之住宿費用，以二人一室為原則指定單人房另收費。

3. 餐

食：行程內所含每日三餐(以行程表列為主)

4. 遊覽費：行程內旅遊活動之門票、入場券、導遊費等。
5. 行李費：每人攜帶一件行李，（20 公斤以內）之搬運費。
6. 保險費：每人全程旅行責任保險新台幣 200 萬元附加醫療險 20 萬元。
7. 履約險：貳仟萬履約責任險。
8. 小

費：領隊導遊小費。

9. 機場稅：各地機場稅金。
10. 接

送：宜蘭至機場來回接送。

 費用不包括：
1. 私人消費（如電話、洗衣)。
2. 護照 NT.1500。
3. 私人電話費。
 新辦護照請準備：相片 2 張(白底彩色，大頭-半年新照)、身份證正本
服完兵役→退伍令，免役→免役證明

承辦旅行社：
聯

絡

人：

加勒比海旅行社
張聰政:0920-353737
尤月英:0918-353737

地

址： 宜蘭市女中路 3 段 335 號

電

話： 03-9353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