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高雄直飛★琉球奇遇侏儸紀★暢遊恐龍主題森林公園、海博館、古宇利大橋、瀨長島、永旺夢樂城五
日遊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8,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KHO11B80428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7-8 月出發團體【前 10 位報名付訂者送小費】

航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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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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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山原森林中出現恐龍★
「山原亞熱帶之森」是日本唯一的筆筒樹原生林，誕生於一億年前的巨大蕨類植物筆筒樹在這裡茂密生長，遊客可以輕鬆
地在此漫步於太古森林。在亞熱帶植物叢生的「山原亞熱帶之森」中新配置大小不一的 52 座恐龍模型。擺設的恐龍模型除
了有身長最長 8 公尺的暴龍、劍龍等為人所知的恐龍外，還有副龍櫛龍、雙脊龍等各式各樣的恐龍，並設置擬真動作、噴
水等各式各樣的機關。若是租借平板裝置，還可以在指定地點觀賞恐龍的 3D 影像。其中也有遊樂設備型的恐龍，不只是大
人，孩子們也能在此開心遊玩。
★海洋博水族館★
西元 2002 年的海洋博大事就是新水族館【沖繩美之海水族館】於 11/1 開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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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尾各種奇魚展示供您觀賞，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大水槽。共計四層樓，可以讓你全覽沖繩沿海的水中生物。生態之旅
部分，讓遊客能直接用手觸摸海中美麗又可愛的小生命(海星、海參、海蛇、海膽、螃蟹等)，水族館內更會不定期安排餵魚
秀，這裡是您來到沖繩，絕不容錯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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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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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
古宇利大橋之美是沖繩屬一屬二的人氣景點。橋的兩側沒有任何物體遮擋視線。可以體驗行走在翡翠綠般的大海上的感
覺。

沖繩海洋博公園
國營沖繩紀念公園為紀念於 1975 年召開的沖繩國際海洋博覽會所設置的國營公園。廣大的腹地中，建有「沖繩美海水族館
(Okinawa cyura-umi Aquarium)」。號稱世界最大的巨型水槽中，飼育著鯨鯊和蝙蝠魚，遊客可觀賞到它們悠然漫游的姿
態。另外，趣味十足的海豚秀和和電氣遊覽車也都極有人氣。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沖繩～飯店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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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接
往飯店休息。
【食】早餐：甜蜜溫暖的家午餐：甜蜜溫暖的家晚餐：機上輕食
【住】CITY COURT,SUN ROYAL,SUN PLAZA, NAHA GRAND,NANSEI,SUN QUEEN,APA,CHISUNKOUKUSAI PLAZA
或同級

第 2 天 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屋我地島(途經)→御果子御殿～探訪沖繩原生林～亞熱帶恐龍主題森
林公園→海洋博公園～沖繩美之海水族館(水族館、海豚表演)
【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島】古宇利大橋長 1960 米,連接古宇利島與屋我地島,作為可免費通行的大橋日本排名第 2,在沖繩縣
是最長的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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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的兩側沒有任何物體遮擋視線。可以體驗行走在
翡翠綠般的大海上的感覺。在橋上不斷行走前進看到的海的顏色也不斷變化十分美麗,讓人看的入神的絕美景色。被翠綠色
海水包圍的古宇利島白色的沙灘、清澈透明的海水，都是在離島才能享受得到的。在此您可徹底放輕鬆，獲得旅遊好心
情。
【恐龍主題森林公園】元祖紅芋菓子本鋪御菓子御殿名護店「山原亞熱帶之森」於 2016 年 5 月 3 日重新開幕，改裝後以恐
龍為主題，並更名為「DINO 恐龍 PARK 山原亞熱帶之森」。「山原亞熱帶之森」是日本唯一的筆筒樹原生林，誕生於一
億年前的巨大蕨類植物筆筒樹在這裡茂密生長，遊客可以輕鬆地在此漫步於太古森林。這次的改裝一共在亞熱帶植物叢生
的「山原亞熱帶之森」中新配置大小不一的 52 座恐龍模型。擺設的恐龍模型除了有身長最長 8 公尺的暴龍、劍龍等為人所
知的恐龍外，還有副龍櫛龍、雙脊龍等各式各樣的恐龍，並設置擬真動作、噴水等各式各樣的機關。若是租借平板裝置，
還可以在指定地點觀賞恐龍的 3D 影像。其中也有遊樂設備型的恐龍，不只是大人，孩子們也能在此開心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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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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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山原御殿燒肉+自助餐或海洋博內自助餐晚餐：琉球風味自助餐
【住】CITY COURT,SUN ROYAL,SUN PLAZA, NAHA GRAND,NANSEI,SUN QUEEN,APA,CHISUNKOUKUSAI PLAZA
或同級

第 3 天 琉球王朝古蹟～守禮門‧首里城跡(外城)～免稅店～玉泉洞～文化王國村－琉球大鼓隊表演－
瀨長島 Umikaji Terrace 複合型屋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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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免
稅店】店內有馳名豐富的禮品，琳瑯滿目的物產供您選購，可採買分贈親友的禮物。
【玉泉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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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王國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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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瀨長島複合型屋台村】瀨長島是位於那霸機場南端的小島，近代建橋連接後發展為觀光區，能夠非常近距離的看到飛機
著陸，現在是著名的飛機迷場所。瀨長島的西側是日落公園，是欣賞美麗日落景色的絕佳地點，島上地中海風情的典雅純
白，包覆特色小店、風味餐廳與觀景平台，將它們拼貼成絢爛海景新地標。在青碧海色與蔚藍晴空的擁抱下縱情徜徉，悠
閒靜謐的氛圍，豐富的度假要素，在視野裡綴成青出於藍的沖繩絕麗風情。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琉球風味自助餐或飯店內自助餐晚餐：海鮮火鍋+豬肉暢食或豬肉火鍋套餐
【住】CITY COURT,SUN ROYAL,SUN PLAZA, NAHA GRAND,NANSEI,SUN QUEEN,APA,CHISUNKOUKUSAI PLAZA
或同級

第 4 天 自行逛街國際通或新都心商圈(贈單軌電車 1 日券)
您可利用全日自由活動時間搭乘沖繩的單軌電車「Yui-rail」於 2003 年 8 月 10 日通車至今 11 月，搭乘人數已經突破 4000
萬人次。單軌電車由那霸機場開始，到有世界遺產之稱的首里城為止，單程約 27 分鐘，途中全程皆運行於高架鐵道上，經
由電車窗口眺望，可將那霸街景盡收眼底。「國際通大道」全長約二公里，有四家百貨店、三條通大型購物區，集合世界
各式各樣的民藝品店.珊瑚貝殼館.咖啡廳.電腦電器展示販賣館.等，讓您盡興的逛街購物，那霸新地標!!
「新都心 3A 購物商業圈」那霸最大的三 A 百貨公司，最大的電器商店，百元店，電影院，食品特賣場，各式商品應有盡
有。您可自費品嚐各式日本小吃、甜食!!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CITY COURT,SUN ROYAL,SUN PLAZA, NAHA GRAND,NANSEI,SUN QUEEN,APA,CHISUNKOUKUSAI PLAZA
或同級

第 5 天 那霸～贈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或福州園)～波之上神宮.天尊廟～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 AEON
MALL OKINAWA RYCOM→沖繩→-高雄
【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前往碼頭搭乘銀河探險號半潛水艇出海觀賞海底世界清澈地可觀賞各式各樣的熱帶魚及珊瑚群亦
讓您體會到海底見底的透明感。
（※行程上若因天災關係或海上風浪太大，為考慮旅客安全至半潛水艇無法搭乘，恕不另退任何費用，敬請見諒！)行程則
改走福州園(在園內修建樓台閣榭等建築物，另有池塘、瀑布、綠樹、雕刻點綴其間，呈現典型的中國庭園風格。 庭園內並
種植著在沖繩鮮少看到的梅花樹，異國風味濃厚。這異國氛圍濃郁的庭園內，您可以享受中國式庭園的樂趣。讓您感受到
沖繩和中國深厚的羈絆。)。
【波之上神宮】為琉球八神社之一，建於隆起的珊瑚礁山丘的神社，俯視那霸港，視野遼闊，神社中供奉著國土守護神，
重大祭祀都在此舉行，吸引無數的琉球人民及觀光客到此許願納福，祈求平安。
【天尊廟】是祭祀以清除現世邪惡，救助眾生的道教之神“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的廟。廟內的正面是天尊，對面右側配置
著關帝廟，左側配置著龍王殿。三位神同放一座廟的原因據說是這樣的:原本三神各有一座獨立的廟祭祀著，後來因為龍王
殿在暴風雨中倒塌了，所以就把三神合在天尊廟里祭祀著。這座廟在沖繩戰中曾被燒毀，后在昭和 50 年再次興建了。關帝
廟是祭祀三國志中有名的忠義之將后被尊奉為神的關羽之廟。關羽不僅被認為是武神，也被商人作為財神即保佑生意興隆
的神祭祀著。龍王殿是祭祀能治水和風雨的龍王之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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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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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前往機場搭機返回高雄結束此次愉快的沖繩渡假之旅。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沖繩麵食套餐或日式料理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溫暖的家 SWEE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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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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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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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團費不包含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日新臺幣３００×５天＝１５００元及私人電視冰箱等花費。
※同行者若有孩童，２歲以內嬰兒４０００元，２歲以上～未滿 6 歲不佔床者，費用計算為全額大人團費費用扣 ２０００
元，滿 6 歲以上需以佔床安排(2017/07/01 起琉球飯店強制要求) 團費與大人同價。
※適用對象：持有台灣護照者、華僑，若非台灣藉人士需另外再補團體費用每位新台幣２０００元。
※(團體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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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飯店不得指定，若指定飯店需補價差方可配合您的指定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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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便，敬請見諒！海邊飯店如遇滿房，
將改住市區飯店。
※本行程按航空公司之規定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本行程內容保証完整、景點先後順序以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沖繩當地因以 32~40 人為一台車，當出團人數不足時在當地會有合車觀光情形，請多包涵。
※本行程 10 人以上出團，當地安排導遊；15 人以上則加派台灣領隊隨團服務。
※海上活動因天災或海上風浪太大，爲考慮旅客安全至無法成行，因為是贈送，所以不另退任何費用。
※本行程安排一次藥粧免稅店自由採購。
※日本新入境審查手續於 200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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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配合者將不獲准入境。
※報名付訂金時請一併告之特殊餐食~例如:全程素食或不吃牛肉或其它….等等。【出發前 7 天如無告知者(不含休假日)將無
法接受處理特殊餐食，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特別叮嚀：一位大人帶一位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所以煩請貴賓於
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
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貼心提醒日本的素食者大多可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食材，與台灣素食習慣完全不同，參加日本團體旅遊，貼心提醒
您:素食旅客建議自行準備些許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日本提供全素客人的菜色會多數以生菜、漬物、水果等
佐以白飯或麵類主食，菜色簡單，敬請了解。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侯等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