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8～9月【夏日沖繩兜風趣】海中道路～伊計島、沖繩之塩、琉球文化、
OUTLET、暢遊海博館五日《加贈海鹽冰淇淋》
 團號：OKA5AE9905L1
 即日起，報名8～9月團體，兩人同行，第二人享1000折扣

 出發日期：

2019/09/05

 旅遊天數： 5天4夜
 報名截止： 2019/08/26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加床

嬰兒

NT$26,300

NT$26,300

NT$24,300

NT$26,300

NT$3,000

 每人訂金： NT$8,000
 主要特點： (國內)離島旅遊/自然生態/城市巡禮/海島渡假/獎勵旅遊/親子旅遊/水上活動/自然景觀/員工旅遊/蜜月旅行/歷史古蹟/購物



行程說明

【感受沖繩】北緯26度的絢美、直飛只要150分鐘，離台灣最近的熱情珍珠‧無法複製的東方夏威夷，那是一塊整年沐浴燦爛陽光的亞
熱帶土地。碧藍的大海與鮮花盛開的大地，位於北緯26度的地方，這是日本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沖繩島因為迷人的自然風光而引人

【感受沖繩】北緯26度的絢美、直飛只要150分鐘，離台灣最近的熱情珍珠‧無法複製的東方夏威夷，那是一塊整年沐浴燦爛陽光的亞
熱帶土地。碧藍的大海與鮮花盛開的大地，位於北緯26度的地方，這是日本人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沖繩島因為迷人的自然風光而引人
入勝，更因為美國海軍基地的設立而聞名於世。這兒有海洋世界、有叢林密野、有日本傳統風情、有美國經典時尚……這就是沖繩～
與夏威夷、邁阿密、巴哈馬一起，被喻為世界四大海濱觀光勝地的沖繩！
【行程特色】
【海中道路】全長4.75km的縣道，為沖繩連接勝連半島和平安座島，可通往伊計島、濱比嘉島平安座島及宮城島等離島，是於淺灘
上以堤壩建築成的道路，這是沖繩當地熱門的兜風路線喔!這座橋也可號稱東洋第一的規模，延途中可以欣賞許多大小的潔淨海灘，
讓您眼中看見最美的景色。
【伊計島】伊計島是日本沖繩縣宇流麻市與那城的下島嶼，面積約有1.75平方公里。伊計島地理位置位於金武灣，出口邊上的右岸位
置，東邊臨近太平洋，另建有伊計大橋，所連接相鄰的宮城島，亦是沖繩縣道10號的伊計平良川線（稱為：海中道路）的終點！亦是
經過宮城島、平安座島與沖繩本島相通的重要地點，島上有貝塚時代的遺址仲原遺跡，為日本國家指定史跡。沿路經過著名的海中道
路以及兩個離島，兩岸可欣賞到遼闊的大海。絕美的大海和極高的海水透明度，是個放鬆心情的好地方，是個大人氣海灘景點!
【守禮門】世界文化遺產～首里城跡(外城)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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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泉洞】世界級自然景觀，東洋第一鐘乳石洞。文化王國村，在當地是相當受歡迎的主題公園。
【波之上神宮】此為傳統日式古神社的建築，神社中供奉著國土守護神，是當地最著名的神社。
【沖繩OUTLET Mall ASHIBINAA】快來這裡發掘寶藏吧！COACH、HUNTING WORLD、MARC JACOBS等歐美一流品牌精品及
運動精品，還有日本的流行精品等，精品店超過70間。有許多是首次在日本出現的品牌。舒活、娛樂設備也很充實。
【沖繩美之海水族館】號稱世界第一、水噸位第一、魚種類多第一、水槽厚度第一、鯊魚種類之多世界第一，以及世界上第一次在水
族館內人工飼養自然珊瑚。總計有魚類精華650種，75,000尾各種奇魚展示供您觀賞，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大水槽。
【精選沖繩道地料理】
●日式料理或沖繩拉麵套餐或海鮮火鍋
●琉球傳統料理或琉球風味自助餐或飯店內用餐
●海鮮火鍋+琉球豬肉吃到飽 或 沖繩黑豬肉火鍋
●實際餐食安排調整，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特別安排入住三晚市區精選飯店】
AZAT HOTEL、RESONEX NAHA、南西觀光飯店、微笑飯店、SUN QUEEN、LOISIR 東館、SUN PLAZA、SUN OKINAWA、
CHURA RYUKYU、SUN QUEEN、KARIYUSHI RYUKYU、CHISUN、NAHA GRAND、TUNE、RASSO系列、KOKUSAI PLAZA、
OCEAN 、KANPO、NEW CENTURY、NAHA GRAND.國際PLAZA、東橫IN等或同級
【入住一晚精選渡假飯店】
MURASAKI MURA、RESONEX本館、SUN COAST、 MIYUKI、SUNSET HILL、MOTOBU、MORIMAR、BEL PARAISO、SUNSET
HILL、CHISUN美之海、ONNA MARINE VIEW、CMURASAKI MURA、SHIMANCHU CLUB、ROUTE-INN 名護、本部GREEN
PARK、CHI SUN 名護、BUENA VISTA、春日觀光等或同級
●07/13~07/16 海之日、08/08~08/18日本于盆蘭節連休、9/20~24日本秋分連休、9/28~9/30宜野湾羽衣祭 ,上述為日本連假，此
期間會有３晚市區或３晚海濱的情況，故實際住宿飯店，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特別說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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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沖繩飯店規定小孩6歲以上皆需佔床，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注意事項】
●本行程15人以上出團。
●凡持外國護照或於外站行程中途離隊者，一律追加團費每人NTD1,200元。
●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新台幣300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飯店不能指定，如需指定請另補價差，敬請了解及諒解。
●本行程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本行程會因行程內容會做調整，敬請見諒。
●三人房型因每間飯店狀況不同，尤其那霸市中心，三人一室會是以雙人房加床方式作業為主，需求不保證！將以飯店最後回覆為
主， 如無法三人一室的房型建議客人先拉出一位配合調房，如無法配房則須補單人房差。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旺季期間或如遇當地特殊假日滿房時，會有安排４～５人一室會的狀況發生！造成不變，敬請見諒！
●琉球航線機上特殊餐食規定如下，因去回程的餐點皆由台灣空廚準備，故以簡易餐點為主！
●機上只提供4種特殊餐食：BBML(嬰兒餐)、VOML(東方素食餐)、DBML(糖尿病餐)、FPML(水果餐)，無兒童餐及忌牛餐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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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即日起，如有嬰兒同行者，請於報名時通知業務並確認能否取得
席次及開票作業，並同時提供開票的名單及出生年月日，航空公司將以入名單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受理。
●取得席次～直接完成開票作業，如取消將有費用產生。
●未取得席次～嬰兒及同行大人１名者可直接退回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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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
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
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尊重台灣素食貴賓的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
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也相當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航班參考
天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華信航空

AE282

台中-清泉崗機場

2019/09/05 18:00

沖繩機場

2019/09/05 20:30

5

華信航空

AE283

沖繩機場

2019/09/09 21:30

台中-清泉崗機場

2019/09/09 22:10

數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中－沖繩﹝琉球﹞

集合於台中清泉崗機場，辦理出國手續後，即搭乘豪華客機飛往日本最南端之島嶼～有東方夏威夷之稱浪漫多情的～沖繩
【琉球】。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溫暖的家
晚餐： 機上簡餐

第2天



RESONEX NAHA 或 南西觀光飯店 或 AZAT或同級

海中道路－伊計島－沖繩之塩－伊計沙灘戲水－海洋博紀念公園(海豚表演、世界最美之海水族館)

【海中道路】
海中道路全長4.75km的縣道，為沖繩連接勝連半島和平安座島，可通往濱比嘉島平安座島及宮城島、伊計島等離島，是於淺
灘上以堤壩建築成的道路，沿途可欣賞海景、海灘及琉球原住民民房，這是沖繩當地熱門的兜風路線喔!這座橋也可號稱東洋
第一的規模。
【伊計島】
伊計島為沖繩中部東側海岸與勝諸島中的一座小島，坐落在宮城島的東北側，透過伊計大橋與之相聯。島嶼雖小卻有著深遠
的歷史，史前文化在此留有遺跡，而漁港村落也散發著純樸民風，甫進入島旁的沙灘海岸更是盛夏時節安排水上活動的好去
處。行政區隸屬於宇流麻市的伊計島，距離勝連半島東側海岸約10公里，在1982年伊計大橋落成後與宮城島連接，若自沖繩
本島自駕前往，可利用風光明媚的海中道路，經由平安座島、宮城島而抵達。伊計島早在史前就有文化萌生，在島的中央地
區就有繩文時代晚期（約2500～2000年前）所留下的仲原遺跡，是沖繩最大的豎穴住居遺跡群；而到了琉球王國時期，此處
也建有伊計城，城跡位處伊計大橋側的小丘之上，現則被樹叢、雜草等植被覆蓋，而在小丘北側仍留有登城之小徑。伊計島
還有座伊計海灘，就坐落在伊計大橋旁，為沖繩縣境內少數入場就需收費的海水浴場，也因此這裡維護得相當良好，不但海
水透澈、沙灘潔淨，各種設備也相當完善，更開放眾多水上活動供體驗，像是香蕉船、拖曳滑水、海戰車、水上飛板、浮潛
等活動，玩累了還能在岸邊的餐廳用餐休憩。
【沖繩之塩】

水透澈、沙灘潔淨，各種設備也相當完善，更開放眾多水上活動供體驗，像是香蕉船、拖曳滑水、海戰車、水上飛板、浮潛
等活動，玩累了還能在岸邊的餐廳用餐休憩。
【沖繩之塩】
前往鹽工廠參觀，沖繩的'海鹽'也是特產之一，來此除了能參觀製鹽工廠之外，還可自費購買鹽所製造的相關產品喲。
【伊計海灘戲水】
只要穿過紅色的伊計大橋，抵達後映入眼簾的是這個海水透明度極高且海沙非常乾淨的美麗海灘。伊計海灘是在當地非常受
歡迎的一處，尤其是這裡海風和波浪比較小，一整年其實都可以游泳，還可以自費進行水上運動...等等。這裡的設施很完善，
尤其帶小朋友來玩也很輕鬆又自在喲。一定要來看看在伊計島著名的絕景。
●如需陽傘及擺置物等需求,需自費租借~謝謝!
【海洋博公園】
西元1975年沖繩為慶祝回歸日本，在本部半島的海濱舉辦為期6個月的沖繩國際海洋博覽會，博覽會所在位址包含建設的設
施，其後在1976年8月作為海洋博公園開園，並與首里城公園共列為國營沖繩記念公園。海洋博公園坐落在本部町西面，沿海
岸線而設，占地約71.8公頃，園區結合在地的人文風情、自然生態和海洋風光，並以「太陽、花和海」為主題，規劃有歷史
文化、海洋、花卉綠地區域3區，在歷史文化區，設置有「海洋文化館」展出東南亞島國民族的海洋生活及漁業工具，以及
「沖繩鄉土村及思絡植物園」呈現琉球傳統古民家、風俗和植物園；在海洋區，有園區最受歡迎的「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還有夏日開放的海水浴場「翡翠海灘」，與推出可愛海豚動態演出的「海豚劇場」等海生動物館；至於最南端的花卉綠地
區，則是建置了大型溫室的「熱帶夢幻中心」和擁有眾多熱帶、亞熱帶花卉植栽的「熱帶亞熱帶都市綠化植物園」。此外，
海洋博公園園區內還有許多廣場、休息設施，親子在此戲水玩樂、情人在此觀賞落日、朋友家人在此觀賞遊覽，各種活動皆
適合，而在每年7月，還會舉辦海洋博公園花火大會，邀請民眾共襄盛舉。
【美麗海水族館】
位於70萬平方公尺的公園內。在這裡可以透過堪稱全世界最厚的60公分巨大壓克力隔離板觀看「黑潮海洋」，眺望鯨鯊與鬼
蝠魟悠游水中的姿態。以繁殖為目的所進行的複數育，以及展示大規模的珊瑚培育，也都是全球首創之舉。觀賞完海底奇觀
之後再續往「海龜館」，在此可觀察到棲息於沖繩近海的４種海龜，從產卵到長大的過程。靜靜欣賞海龜悠然的泳姿，令人
忘卻時間的流逝。再前往最受歡迎的瓶鼻海豚明星秀OKITYAN 的精彩表演，還可觀賞偽虎鯨及太平洋斑紋海豚的華麗水上
秀。展現海豚們跳躍、旋轉等生動活潑的演技。
【海豚秀】
最受歡迎的瓶鼻海豚明星秀OKITYAN 的精彩表演，還可觀賞偽虎鯨及太平洋斑紋海豚的華麗水上秀。展現海豚們跳躍、旋轉
等生動活潑的演技。



第3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湯豆腐定食 或 日式定食 或 琉球風味自助餐
晚餐： 琉球御膳 或 琉球風味自助餐 或 飯店內用餐



恩納海景皇宮 或 MIYUKI系列飯店或同級

【特別贈送】琉球風味冰淇淋(每人一份)－【世界文化遺產】守禮門●首里城跡(外城)－藥粧店 或
免稅店－玉泉鐘乳石洞～文化王國村～造酒場～琉球傳統大鼓隊－【自行逛街】國際通大道

【守禮門‧首里城跡(外城)】
首里城的正門，為沖繩的象徵，是日本2,000日圓紙幣的幣面風景。以中國的牌坊為原型，混合了中國唐代建築的風格和琉球
的傳統手法，紅瓦白泥的對比、兩層突出的屋頂，使用琉球紅瓦所建成，為當時中國皇帝派使節前來冊封而建造。也是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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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是琉球行熱門景點之一。
【藥妝店或免稅店】●停留40-60分鐘
在此您可購得日本純正的健康食品、藥品、多樣化的雜貨。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村】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同時也是沖繩最大的文化主題公園，除了玉泉洞外，還有王國村及毒蛇園等兩個區域。王國村(琉球王国城
下町)打造成琉球王朝時代的街道，在這復古的氣氛中，遊客可以親自體驗製作琉球玻璃等傳統工藝；毒蛇園內則收藏展示著
許多關於毒蛇與爬蟲類的資料、標本等，讓遊客了解沖繩當地的生態。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
全日本最大的鐘乳石洞「玉泉洞」位於沖繩世界文化王國，進入園區後就能看到玉泉洞的入口，順著樓梯走下地底，壯觀的
鐘乳石洞便出現在眼前。規劃完善的參觀步道帶領遊客走入這擁有30萬年歷史的自然奇蹟，這裡擁有超過100萬支鐘乳石，許
多鐘乳石都有千百前的歷史，遊客可欣賞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鐘乳石，有的旁邊還立有牌子，上面寫著它們的名字呢。玉泉
洞全長雖然有5000公尺，但目前僅開放其中的890公尺供人參觀，其他部分皆做學術研究之用；這個洞穴由珊瑚及琉球石灰

多鐘乳石都有千百前的歷史，遊客可欣賞各式各樣奇形怪狀的鐘乳石，有的旁邊還立有牌子，上面寫著它們的名字呢。玉泉
洞全長雖然有5000公尺，但目前僅開放其中的890公尺供人參觀，其他部分皆做學術研究之用；這個洞穴由珊瑚及琉球石灰
岩構成，再加上多雨的熱帶氣候，鐘乳石生長速度算是很快的，3年時間就能長出1釐米，現在也持續成長中。沖繩世界文化
王國同時也是沖繩最大的文化主題公園，除了玉泉洞外，還有王國村及毒蛇園等兩個區域。王國村(琉球王国城下町)打造成琉
球王朝時代的街道，在這復古的氣氛中，遊客可以親自體驗製作琉球玻璃等傳統工藝；毒蛇園(ハブ博物公園)內則收藏展示著
許多關於毒蛇與爬蟲類的資料、標本等，讓遊客了解沖繩當地的生態。
【琉球傳統大鼓隊表演】
琉球傳統大鼓表演，是沖繩當地人於每年農曆的盂蘭盆節期間，為恭送祖先的祭典上所跳的傳統舞蹈，稱之為「EISA」。同
時也意味著祈禱所有人的平安健康、家庭和睦。現流傳至今，成為沖繩當地獨特的傳統舞蹈表演。勇猛的舞蹈、氣勢高昂的
太鼓聲，搭配著傳統樂器三味線的伴奏，總能吸引住觀眾的目光。在文化王國村裡，不僅會定時定點的表演大鼓秀，有時還
會邀請遊客一同玩樂體驗。為遊客的旅程再添加一筆美好的回憶。
【國際通】
全長 1.6公里的街道，放眼望去，流行最前線的大樓和小巧可愛的咖啡屋比鄰而居，轉進巷弄裡，保留昔日風情的商店街、懷
舊的景色令人驚豔。走進大街小巷，真想踏遍這條融合了復古與新潮的「奇蹟的1哩」或那霸市新開發的全球購物商業區「新
都心SHOPPING MALL」，裡面有70家的專門店及食品特賣場，又可容納2400台的停車場，令人驚奇各式各樣的商店任您一
次逛得夠。



第4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琉球風味自助餐
晚餐： 海鮮火鍋+琉球豬肉吃到飽 或 沖繩黑豬肉
火鍋



那霸微笑CITY RESORT飯店 或 RJ HOTEL那霸 或
東橫INN那霸旭橋駅前或同級

【全日自由活動】您可搭乘軌電車前往那霸市新都心SHOPPING MALL或 國際名人通

【特別安排全日自由活動讓您感受一下背包客的旅遊體驗】
早餐後，您可搭乘軌電車自由選擇前往日本『現代』與沖繩『原始風景』交錯的大街【國際通】全長1.6公里的街道，放眼望
去，流行最前線的大樓和小巧可愛的咖啡屋比鄰而居，轉進巷弄裡，保留昔日風情的商店街、懷舊的景色令人驚豔。走進大
街小巷，真想踏遍這條融合了復古與新潮的『奇蹟的1哩』。
或【那霸市新都心SHOPPING MALL】
那霸市新開發的全球購物商業區，裡面有70家的專門店及食品特賣場，又可容納2400台的停車場，令人驚奇各式各樣的商店
任您一次逛得夠。



第5天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為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那霸微笑CITY RESORT 飯店 或 RJ HOTEL 那霸 或
東橫INN 那霸旭橋駅前或同級

波之上神宮－孔子廟－時尚OUTLET名牌購物商圈－沖繩﹝琉球﹞那霸機場－台中

【波之上神宮】
波上宮為琉球八社之一，是沖繩相當有名的神社，也是八社中唯一被列為官幣小社（接受官方奉獻的官社）的神社，過去在
二次大戰期間遭到損毀，而後修復重建成今日模樣。神社座落在那霸海岸、矗立於崖上，其所處的崖下就是波之上海灘，紅
瓦神社傍著沙灘浪濤，這樣的景觀顯得格外特別，現今也有新人會在此舉辦琉球傳統的神前結婚式。 作為琉球八社中最高社

二次大戰期間遭到損毀，而後修復重建成今日模樣。神社座落在那霸海岸、矗立於崖上，其所處的崖下就是波之上海灘，紅
瓦神社傍著沙灘浪濤，這樣的景觀顯得格外特別，現今也有新人會在此舉辦琉球傳統的神前結婚式。 作為琉球八社中最高社
格的神社，波上宮被視為沖繩總鎮守，過往是為祈求風調雨順、漁獲豐收而在臨海的珊瑚礁岩上建立，其後國王也會於每年
正月到此參拜，祈求國家安定、社會繁榮，現今神社受日本神道和熊野信仰影響，主祭神為伊邪那美大神和熊野大神，每年5
月17日為例大祭，屆時將有一連串的祭典活動舉辦，喜愛傳統文化的遊客可前往觀賞。 神社背海而座，赤紅的木造建築高築
在崖上，遊客前往參拜，順著高升的地勢攀上石階會先通過兩座鳥居再至拜殿，拜殿前有一對沖繩風獅爺會迎接參拜者，而
拜殿後即為本殿。來到這裡不但能觀賞建築藝術，遊客也可求籤、寫繪馬祈福，或者購買御守，而後還能到崖下的波之上海
灘玩水遊憩。
【久米至聖廟～孔子廟】
沖繩的久米至聖廟即俗稱的孔子廟為祭祀孔子與其4位弟子的廟宇，至聖廟創建於琉球王國尚貞王時期，原廟址位於那霸市的
久米村，其在西元1676年時落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沖繩島戰役中全毀，而後遷建於現址。 17世紀初期，中國福建的移
民久米三十六姓來到沖繩定居，為了弘揚儒家思想而向琉球王國的尚貞王請求並募款興建至聖廟，至聖廟於1676年落成，供
祀著孔子和顏回、子思、曾子、孟子4名弟子。 明治時期以來，至聖廟經歷了國有化、讓渡、傾倒毀壞等歷史，到了1975年
決議遷建至若狹的天尊廟與天尊廟、天妃宮合建，而原址則立孔子像紀念，後至2013年又於久米建至新廟，新廟落成典禮
時，台灣方面也致贈「至聖廟」之牌匾表示友誼。 新設立的至聖廟園區內設有至聖門、大成殿、啟聖祠、明倫堂、廟碑、天
尊廟與天妃廟。有別於傳統的孔廟建築，至聖廟雖維持丹墀、朱牆和龍柱，但其屋瓦則採琉球傳統古民居的樣式，鋪設著紅
瓦，是中國和琉球文化融合的表現。現今在至聖廟內，有觀光客前來求家族繁榮、學業成就、合格祈願，每年孔子誕辰亦有
舉辦祭孔儀式，而明倫堂也不定期開辦儒學授課。
【沖繩OUTLET Mall ASHIBINAA】
位於日本沖繩本島南方豐見城市內的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ASHIBINAA，是當地最大的Outlet Mall，共有2層樓，匯集了超
過100個日本國內外品牌，從歐洲經典名牌到日本最新潮流品牌都有，主要販賣品牌的庫存商品、已停產、過季商品或樣品等
無法以定價販售的商品，因此價格相對便宜，能夠以低於市價的價錢買到高品質的品牌商品是Outlet Mall最大的魅力之一；
「ASHIBINAA」在沖繩方言裡是「遊玩的廟庭廣場」的意思，指的是神廟前男女老少聚會交流的地方，購物中心也會舉辦各
種民族文化活動及娛樂節目，可讓外國遊客欣賞到沖繩豐富且悠久的風俗民情。散發著希臘風情的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
ASHIBINNA，是建築設計師約翰羅的作品，以「歐式名牌為中心的平價精品購物城」為構想，在古希臘式建築中融入沖繩當
地元素，完成了這座占地寬廣又散發著異國度假氣氛的購物中心。逛街逛累了在2樓還有不少餐廳可以觀海景、用餐兼休息，
除了道地沖繩料理店外，知名甜點冰店Blue Seal Icecream也有在此開店，走一趟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ASHIBINAA，多個
願望一次達成。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日式料理 或 沖繩拉麵套餐
晚餐： 琉球風味自助餐 或 琉球御膳



溫暖的家

 附加項目
TWD 1,500

中華民國護照 一般件



說明:※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自民國96年1月1日起，不再受理民眾持舊式國民身分證辦理護照。 ※民國77年次~民國60年次出生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
子，出國前應至兵役科申請出國核准章。 ※照片規格如下：6個月內所拍攝之2吋光面白色背景彩色照片，脫帽、五官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足
資辨識人貌之正面半身，人像自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3.2公分及超過3.6公分，使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70%～80% ，不得使用戴有色眼鏡照片
及合成照片，一張黏貼，另一張浮貼於申請書。 ※護照效期：普通護照以十年為限，但未滿十四歲者之普通護照以五年為限，接近役齡男子（指16歲
之當年1月1日起，至屆滿18歲當年12月31日止）及役男（指19歲之當年1月1日起，至屆滿36歲當年12月31日止）護照效期，以三年為限。
備註:＊14歲以下未領有身分證者，附上戶口名簿正本或3個月內申請之戶謄正本。 ＊未滿20歲：需附上監護人身分證影本。 ＊尚有效期之舊護照須
繳回。 ＊改過名字需加附3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一份。

 護照及簽證



項目

辦證工作日

護照效期

可停留當地天數

說明

中華民國護照 一般件

6天

10年

--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出團備註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
住宿及全程表列餐食。
行程所列之旅遊交通費用。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5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保額為新臺幣200萬元。
兩地機場來回稅金。

導遊、司機小費 （建議每天約台幣 NT300元 / 人）5天合計：NTD 1,500。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如遇交通
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則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行程飯店及文字敘述、圖片都
考，依出發日說明會資料為主。配合航班為讓行程順利，本公司保留行程對調權利。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2007年11月20日起實施，前往日本旅客入境時需提供本人指紋和拍攝臉部照片並接受入境審查官之審查，拒絕配合者將
境，敬請瞭解。
日本政府根據法令，規定自2005年4月1日起，凡在日本國內無住所的外國人在投宿時，除必須填寫姓名、地址、職業外，還有務必填寫國籍及
碼，並出示影印護照，敬請予以理解協助。
本行程之飯店以表列為優先使用，如遇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或旺季客滿時，本公司將以同級飯店取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敬請見諒。
逢日本國內旅遊旺季期間或有更換同級旅館情形，以行前說明會確認為準。
PS:如遇12/23~1/06聖誕節及日本新年、4/2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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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不接受指定星等的設定！
飯店團體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作業，若單人報名，不能湊成雙人房時，請補房間差額。
若報名時，『指定使用單人房』或單人報名時，則需另外加收費用。
★【特別說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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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沖繩飯店規定小孩6歲以上皆需佔床，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日本飯店目前不接受代收電器或是購物商品，以免造成雙方糾紛，特此告知，敬請配合！
本行程所列之精緻餐點料理食材依當地季節的不同，將會有所調整，以當天所提供之菜色為主，敬請見諒。
台灣與日本兩地間的飲食文化多有不同，日本的多數素食者可食用蔥、薑、蒜、辣椒、奶蛋甚至柴魚或肉汁高湯所熬煮的餐飲，為尊重台灣素食
飲食習慣，在避免使用上述食材的前提下，各餐廳多以各式蔬菜、豆腐等食材搭配漬物料理的定食或鍋物提供給素食貴賓，且當地購買全素食品
不易，故建議前往日本旅遊的貴賓，如有需要請自行事先準備素食品，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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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存根聯，敬請包涵謝謝。
日系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網頁所顯現之分級，僅為目前旅遊市場之一般認定，並參考日本飯店訂房網頁，以與國際五星級相同標示為最高
High Class(ハイクラス)做為認定標準。

成團人數：本行程將以『聯合方式』出團，15 人以上出團，當地安排導遊(視情況加派領隊服務)；15人以上則加派台灣領隊隨團服務。團員人數
25名，在當地會有合車情況。最多人數為41人以下（含)。
PS:如遇當地或本地旺季時,亦有30人以下合車的情況。 最多人數為49人以下（含)!敬請見諒!
團體報名確認後，請繳交訂金：機位訂金NT8,000 元。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退票無原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辦理退票需依照航空公司規定辦理)
訂金繳交期限：經客服人員確認後2天內 。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
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10個工作日。
如無法交付護照影印本，出發當天未帶有效期限之護照或簽證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之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本商品所搭乘之班機與行程內容，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如逢上列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 增加餐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
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70歲或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請務必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
專業的建議。
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
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
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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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勞駕駛所衍生之交通狀況。
自2008年6月1日起，日本交通法規定，基於安全考量，所有乘客（包含後座）均需繫上安全帶。
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
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台北緊急連絡電話：TEL：+886-2-25022999
金錢：現總價值不可超過美金一萬元等值之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現鈔。新台幣不可超過十萬元。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20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NT170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則。
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視鼓勵
接機：接機的親友，可事先撥至中正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查詢班機抵達之時間，以免久候或遲到。
中正機場旅客服務中心電話：03-3834634
電壓：日本地區的電壓為110伏特。
其它：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進入日本免簽證，但請確認您的護照效期是否在出發當天算起6個月以上。
日本政府對入境日本國內之台灣居民，實施免簽証措施規定如下：
持有效台灣護照者（僅限護照上記載有身分証字號者），護照效期是否在入境當天算起6個月以上。
赴日目的以觀光、商務、探親等短期停留目的赴日時（以工作之目的赴日時，則不符免簽証）。
停留期間不超過90日之期間。
出發地、入境地點無特別限定。

●為避免出國當天出現無法出境的情況，在此特別懇請；再次檢查、確認您的護照 。
●請持外國護照之旅客確認，進入日本是否需要簽日本簽證，如有需要請參考『日本交流協會網站』。
《依國際慣例規定，護照有效期限，應持有滿半年以上效期，始可入境其它國家》。
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役男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接近役齡男子者→出國必須蓋一種章，即為【尚未履行兵役】。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23/01/08
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24139 https://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2112號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1281號
聯絡電話：(02) 25022999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103號11樓
服務信箱：service@pktrave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