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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 Front YAMAKAWA  

辦理入住手續的具體說明, 房屋指南和居住提示 

 

入住時段：15:00～21:00 退房時段：～10:00  

請您注意 如果您在 21 點以後到達，請一定提前與我們聯繫。 如果事先沒有聯繫我們，在 21 點前沒有辦

理入住，我們將把這種情況 按照您無故取消預約進行處理。 

  

【辦理入住和退房手續接待處】   

Churaumi Terrace（美麗海平台）101 房間  

按門口面板上的 101，然後按“呼”。  

如果入住和退房接待處沒有工作人員，請通過電話、郵件或留言板等方式聯繫我們。  

乘坐山原急行巴士需要 2 小時 10 分鐘 在 Hotel Mahaina Wellness Resort（MAHAINA 健康度假酒

店）下車徒步半分鐘即到 （與 Hotel Mahaina Wellness Resort 相對，與之相隔一條大街的建築物）  

  

■電子地圖編碼（Mapion）: 553 046 360*07  

■Google 地圖編碼：226.682127、127.882095 

營業時間 15:00-19:00（19 點以後只辦理入住手續）  

  

【聯繫】  

電話：090-1876-4747（10 點-21 點）  

Email: info@llc-blueocean.jp (10 點-22 點) 

Line ID: meg25joe (10 點-22 點) 在緊急情況下 24 小時可用  

    

【住宿設施】   

Ocean Front YAMAKAWA 

地址：郵政編碼 905-0205 沖繩縣國頭郡本部町山川 75-1  

(距離辦理入住和退房手續接待處 200ｍ)  

■电子地图编码（Mapion）: 553 046 280 

■Google 地图编码: 26.681948, 127.884461  

 

 

Churaumi Terrace（辦理入住和退房手續接待處） Oceanfront YAMAKAWA（住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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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 
 
 
 
 
 
 
 
 
 
 

 

１．經過海洋博南大門，向沖繩 MAHAINA 健康度假酒店（Hotel Mahaina）方向前進。 

 

 

 

 

 

 

 

 

２．沖繩 MAHAINA 健康度假酒店（Hotel Mahaina）的正對面就是“入住退房接待處 ”ChuraumiTerrace”。 

 

 

 

 

 

 

 

 

 

3. 請回頭約 200 米。我們的公寓(Ocean Front YAMAKAWA)位於道路右側。 

(我們會告訴你去我們公寓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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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房間 

 

 

 

 

 

 

 

 

 

 

☆ 熱水器面板位於玄關和廚房之間的牆壁上。  

☆ 微波爐兼具烤箱功能。 

 菜刀等用具在洗碗池下方。拔按鈕向下推就能打開。 

   

 

 

注意事項 

 該設施不是飯店而是公寓。您入住期間我們不會進去打掃衛生和更換床單（如果您停留超過 4 天，我們會根據

您的要求更換床單。 

 請把垃圾分為“瓶子和罐子”、“塑料瓶”和“可燃垃圾”這三類丟棄。塑料製品的垃圾也是可燃垃圾。 

 如需回收垃圾，請聯繫我們。 

 室內禁止吸煙。陽台可以吸煙。 

 请不要烧烤。 

 夜间请保持安静。 

 除住宿客人外的其他人员，請在晚上 8 點前離開。 

 燈光處會有蚊蟲聚集。不使用陽台時請把燈關上。尤其是請不要在夜裡開著紗窗。 

 在您外出期間開著空調也沒關係。 

 請不要在被褥上飲食。 

 餐具和廚具使用後請清洗並擦乾。不放回原位也可以。 

 壁櫥裡的床上用品如有使用，請不要收進壁櫥，用後放在那裡就可以（由於要清洗）。 

 退房時，請將可燃垃圾紮緊袋口放置。 

 颱風時很危險，請把陽台上的桌椅和吊床放到屋內 

 

 

 

 



4 

 

關於海洋博公園 
 

 美麗海水族館（美ら海水族館）從上午 10 點前後開始進入客流高峰，特別是週末、節假日和暑假期間，客流

高峰將會提前。 

 為避免人多擁擠，建議上午公園一開門就入場或使用優惠 30%的“4點入園票”在下午 4點以後入場參觀。 

 觀賞鯨鯊和魔鬼魟的最佳位置是咖啡館 OceanBlue（カフェ オーシャンブルー）靠近水池邊的座位。在

剛開館和即將閉館的時間短有座位的可能性比較大。 

http://oki-churaumi.jp/area/ocean-blue.html 
 

 除水族館外公園裡還有許多地方值得一看。 

 尤其想推薦給大家的是海豚表演（いるかショー）、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和海洋文化

館（海洋文化館）。 

 持有水族館門票或存根可半價參觀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 

水族館優惠票可在附近的 YANBARU海之站商店（やんばる海の駅）購買。 

 以下是海豚表演（いるかショー）時間表的鏈接。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7/129 

 水族館和其他區域的參觀時間不同，請參見以下鏈接確認。http://oki-park.jp/kaiyohaku/info/31 

 兒童樂園（ちびっことりで）和距離公寓步行 2 分鐘左右的 BANKO 之森（バンコの森）也很受孩子歡迎。 

 推薦戀人和夫妻在海岸步道（海岸遊歩道）（木板路）或其他夕陽觀賞點散步（夕陽觀賞點請參考下面的

導遊圖）。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hl=ja&authuser=0&mid=zCs-znTdF4C0.knWJfI_MWfdw 

 也建議乘坐電動遊覽車（電気遊覧車）參觀（單程 100日圓，1天 200日圓）。 

 電動遊覽車可以在從公園南門入園不遠處的植物管理中心（植物管理センター）乘坐，從公寓步行 1

分鐘左右即可到達。 

 乘電動遊覽車去水族館要在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換乘，或者需要從熱帶夢想中心

（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步行 5分鐘左右。 

 電動遊覽車始發時間是 8點 55分，以後間隔 30分鐘發車。 

 冬季，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發往南門的末班電動遊覽車是 5點 10分。 

 在公寓前的熱帶亞熱帶綠化植物園可免費（無料）打地面高爾夫（グランドゴルフ）。詳情請諮詢植物管

理中心。 

 公園裡可以租到嬰兒車 

 

公寓周邊 

 

酒店 
 

☆ 位於翡翠海灘（エメラルドビーチ）前的奧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ホテルオリオンモトブリゾート）的半露天

浴場（侏羅紀溫泉）（ジュラ紀温泉），可以一邊觀海一邊泡溫泉。 

 費用一般是 2150日圓， http://www.okinawaresort-orion.com/ 
 

 沖繩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ホテルマハイナリゾート）距離公寓步行 3分鐘，那裡也可享受溫泉（1000日圓）。 

除冬季外，也可以在泳池游泳（2200日圓）。 

 酒店設施的價格可能會有變動，敬請留意。http://www.mahaina.co.jp/ 

 

http://oki-churaumi.jp/area/ocean-blue.html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7/129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fo/31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hl=ja&authuser=0&mid=zCs-znTdF4C0.knWJfI_MWfdw
http://www.okinawaresort-orion.com/
http://www.mahain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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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等 
 

 在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和公寓之間的 YANBARU海之站商店（やんばる海の駅）有便利店和土特產店。

（7:00-22:00）。也可以買到水族館的打折票。http://www.mahaina.co.jp/facilities/station.html 

↑“やんばる海之站商店”现正在开发施工中！便利店和餐厅（海那丸）已搬到临时店铺。 

 周邊有 3家超市。開車需要 7、8分鐘（參見導遊圖）。 

 美麗海水族館（美ら海水族館）入口處有貨幣兌換機（両替機）。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在本部町營市場（本部町営市場）舉辦本部手工市場（もとぶ手作り市）。在市場內的

Michikusa 咖啡店（みちくさ）能夠品嚐到美味的有機咖啡。http://motobu.main.jp/ 
 

 沖繩咖啡豆店（おきなわ珈琲豆屋）也有好喝的咖啡。並且那裡還有天然蜂蜜。早上可以免費配送咖啡和咖啡

豆。map code :553 017 510  TEL: 080-5415-3395 

http://www.mapion.co.jp/m2/26.675647618096182,127.88978574879918,16/q=%E6%B2%96%E7%B8%84%E7%8F%

88%E7%90%B2%E8%B1%86%E5%B1%8B 
 

 

周邊的餐廳 
 

午餐／晚餐 

 最近的餐廳是海那丸、Pizzeria Bar Lecco 和海庭（沖繩蕎麥麵）↑“やんばる海之站商店”现正在开发施工

中！便利店和餐厅（海那丸）已搬到临时店铺。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1242/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11937/dtlmap/ 

https://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9229/ 
 

 民謠居酒屋美麗海太郎（美ら海太郎）可步行去。（17:30-24:00 不定期休息） 

 牛排餐廳 88（ステーキハウス 88）（7月-９月:11:00 – 22:00, 10 月 – ６月 11:00 -21:00）1.2 公里處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13344/ 

http://r.gnavi.co.jp/4kmxcrxv0000/ 

 附近的民謠居酒屋 Kanasando（かなさんどー）免費提供接送服務。並且有島調（琉球民謠）表演。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428/ （17:00-24:00週一休息＋不定期休息） 

 其他餐廳 

Chanya（沖繩豬肉涮鍋）（ちゃんや） 需要預約（11:30 – 14:00, 17:00 -22:00 不定期休息） 

http://hitosara.com/0006058554/ 

石 Nagu（石なぐ）（Ishinagu）Okinawan Food（11:30～15:30 18:00～22:00週四休息）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368/  

八重膳（八重善） 既便宜又好吃的當地餐廳，我們推薦去用餐（11:00-18:00週二休息）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1523/ 

Kishimoto食堂（きしもと食堂）（11:00-17:30週三休息）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068/ 

Yazaemon （やざえもん）(11:00-22:00) 永旺名護店二層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1/47013727/ 

大家（大家）（11:00 – 17:00, 18:00 -21:00 推薦預約）http://r.gnavi.co.jp/4n0y18zx0000/ 

 

http://www.mahaina.co.jp/facilities/station.html
http://motobu.main.jp/
http://www.mapion.co.jp/m2/26.675647618096182,127.88978574879918,16/q=%E6%B2%96%E7%B8%84%E7%8F%88%E7%90%B2%E8%B1%86%E5%B1%8B
http://www.mapion.co.jp/m2/26.675647618096182,127.88978574879918,16/q=%E6%B2%96%E7%B8%84%E7%8F%88%E7%90%B2%E8%B1%86%E5%B1%8B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1242/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11937/dtlmap/
https://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9229/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13344/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428/
http://hitosara.com/0006058554/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368/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1523/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068/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1/47013727/
http://r.gnavi.co.jp/4n0y18zx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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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餐廳 Ino（レストラン イノー）（9:00～11:00） 

也有自助午餐（10月–４月: 11:30 – 15:00, ３月-９月 :11:30-16:00） 

https://churaumi.okinawa/area/restaurant/inoh/ 
   

咖啡館 OceanBlue（カフェ オーシャンブルー）(10月–４月:8:30-18:00, ３月-９月 8:30-19:00) 

http://oki-churaumi.jp/area/ocean-blue.html 
 

Masen自助餐廳（ビュッフェレストランマーセン）(7:00 – 10:00, 18:00 – 22:00 )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內 

http://www.mahaina.co.jp/restaurant/ 
 

mochi cafe chichimun（もちカフェ ちちむん）(7:30-16:00)http://www.hotpepper.jp/strJ001126737/ 

 

機場附近的推薦餐廳 

蘿蔔花小祿店（だいこんの花）（週六日和節假日最好提前預約）http://r.gnavi.co.jp/f049004/ 

 

在大海和海灘遊玩 

 海洋博公園裏的翡翠海灘（エメラルドビーチ）設施齊全，對孩子來說也很安全。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5 

 從距離公寓 10分鐘車程的瀨底島（瀬底島）的渡久地港乘船可至水納島（水納島），那裡有美麗的海灘，也可

以享受浮潛和潛水的樂趣。http://www.tabirai.net/sightseeing/tatsujin/0000353.aspx 

 您可在垣之內沙灘（距離公寓最近的專屬沙灘）、備瀨崎和崎本部等地享受浮潛和潛水。 

 垣之內沙灘沒有監視員。因為也沒有安全網，游泳時請小心。不建議小孩子游泳 

 從公寓步行幾分鐘的地方有潛水用品商店（ダイビングショップ）。 

 如需英文或中文導遊請諮詢房主。他們會為您介紹潛水用品商店。 

 在備瀨崎（備瀬崎）的餐廳 Ino（イノー），退潮時可以趕海撿貝殼和在海灘野餐（關於退潮時間請諮詢房主） 

http://www.tabirai.net/sightseeing/column/0004282.aspx 

 如果對皮艇（シーカヤック）、直板衝浪（SUP）感興趣我們會向您介紹有 25年導遊經驗（ガイド歴 25年）的

資深導遊。 

 

觀光勝地 

 世界遺產今歸仁城遺址（今帰仁城跡）距離公寓 10 分鐘車程。同時還建議參觀古宇利海塔（古宇利オーシャ

ンタワー），天氣晴朗的早晨去古宇利大橋（古宇利大橋）也十分不錯。 

    http://nakijinjo.jp/index.html 

http://kourijima.info/       

http://kourijima.info/access/ 

http://www.kouri-oceantower.com/ 

 翡翠海灘附近的備瀨菲島福木大道（備瀬フクギ並木）還留有沖繩舊貌。穿過菲島福木（フクギ並木），在備

瀨崎（備瀬崎）的 Ino（被珊瑚礁包圍的淺海）能夠看見魚在海中暢遊。 

 

受兒童歡迎的地方 

1．美麗海水族館（美ら海水族館） 

2．海豚劇場（おきちゃん劇場）（海豚表演）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7/129 

https://churaumi.okinawa/area/restaurant/inoh/
http://oki-churaumi.jp/area/ocean-blue.html
http://www.mahaina.co.jp/restaurant/
http://www.hotpepper.jp/strJ001126737/
http://r.gnavi.co.jp/f049004/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5
http://www.tabirai.net/sightseeing/tatsujin/0000353.aspx
http://www.tabirai.net/sightseeing/column/0004282.aspx
http://nakijinjo.jp/index.html
http://kourijima.info/
http://kourijima.info/access/
http://www.kouri-oceantower.com/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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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翡翠海灘（エメラルドビーチ） 

4.  兒童樂園（ちびっことりで）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6/138 

5. 古宇島海塔（古宇島オーシャンタワー）http://www.kouri-oceantower.com/info.html 

6.  名護自然動植物園（ネオパーク沖縄）http://www.neopark.co.jp/index.html 

7.  名護鳳梨公園（名護パイナップルパーク）http://www.nagopain.com/ 

8.  備瀨崎（備瀬崎）（海灘游，趕海） 

9.  本部元氣村（もとぶ元気村）（海豚互動活動）http://owf.jp/dolphin-program/ 

10.  海洋文化館（海洋文化館）（天文館）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35/37 

11. BANKO之森（バンコの森）（從公寓步行 2-3分鐘）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6/139 

 

雨天的安排 

1.  美麗海水族館 

2、 海洋文化館（海洋文化館） 

3. 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 

4.  鳳梨公園（パイナップルパーク）、水果樂園（フルーツランド） 

http://www.nagopain.com/ 

http://www.okinawa-fruitsland.com/ 

5.  點心御殿名護店（お菓子御殿名護店）  http://www.yanbaru-ikoi.com/ 

6.  蝴蝶園（蝶々園）http://www.ryugujo.net/user_data/park-house.php 

7.  百年古家（咖啡、晚餐、午餐）http://ufuya.com/ 

8.  Ichara 咖啡（Café Ichara）（週二、三休息）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205/  

9.  Yachimun咖啡廳風獅子園（やちむん喫茶シーサー園）（週一，二休息）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272/ (closed on Monday and Tuesday) 

10.  Kariyushi Kanna Tharasso Laguna（かりゆしかんなタラソラグーナ）（開車需要 50分鐘） 

http://www.kanassa.jp/index.html 

推薦在 Kanna Tharasso返回公寓途中的“球屋” （球屋）品嚐日本對蝦。（週二休息） 

   http://r.gnavi.co.jp/f327300/   

 

沒有開車來的遊客 
 

 以下方式可以到達美麗海水族館 

1.  步行 

2.  遊覽車(sightseeing car) 

3. YANBARU 急行巴士（巴士從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發車） 

有軌巴士（從海洋博公園南門出發）不準時，請注意 
    

 有軌巴士和 YANBARU急行巴士的運行時間表，請點擊以下鏈接確認。 

http://oki-park.jp/kaiyohaku/acc/147 

 除水族館外，YANBARU急行巴士（やんばる急行バス）也在翡翠海灘前的“奧利安酒店度假村” （ホテルオリ

オンリゾート）和世界遺產“今歸仁城遺址” （今帰仁城跡）停站。今歸仁城遺址距 MAHAINA 健康度假酒店

約 20分鐘車程。https://www.ok-connection.net/timetable.php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6/138
http://www.kouri-oceantower.com/info.html
http://www.neopark.co.jp/index.html
http://www.nagopain.com/
http://owf.jp/dolphin-program/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35/37
http://oki-park.jp/kaiyohaku/inst/76/139
http://www.nagopain.com/
http://www.okinawa-fruitsland.com/
http://www.yanbaru-ikoi.com/
http://www.ryugujo.net/user_data/park-house.php
http://ufuya.com/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205/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0272/
http://www.kanassa.jp/index.html
http://r.gnavi.co.jp/f327300/
http://oki-park.jp/kaiyohaku/acc/147
https://www.ok-connection.net/timetabl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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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3種方式可抵達備瀨菲島福木大道（備瀬フクギ並木） 

1. 乘坐 YANBARU急行巴士，在“奧利安酒店度假村”下車向北步行  

2. 乘坐遊覽車，在“翡翠海灘” （エメラルドビーチ）下車，從備瀨門出公園，然後向北走。 

3. 乘坐有軌巴士在“備瀨入口”（備瀬入り口）或“備瀨出口”站下車，向西北步行 

 菲島福木大道入口處有自行車出租（貸し自転車）。 
 

 公寓周邊有幾家餐廳和民謠居酒屋，附近的民謠居酒屋“Kanasando”（かなさんどー）有免費接送服務。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428/ 
 

 如需乘巴士去超市，請從“南大門”（南ゲート）巴士站乘坐在“谷茶”（谷茶）站下車。此外，乘出租車也能

很快到達。（抵達時我們會送您去超市） 

http://www.tyura-bus.sakura.ne.jp/smart/busStopTime.php?routeID=6601&stopID=160099&no=534 
 

 出租車（タクシー）請從 MAHAINA 健康度假酒店乘坐。 

或者撥打右邊的電話叫車。    0980-48-3355 

 

 

緊急情況請撥打 
 

報警  110 

急救  119         如您的手機不能使用，可使用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的共用電話（公衆電話）。 

突發急病或受傷時 
 

本部野毛醫院（もとぶ野毛病院）  0980-47-3001 

平日 9:00-12:00 14:00-17:30（掛號時間）／週六 9:00-12:00（掛號時間）  地圖編號：206 856 369 

北部地區醫師會醫院（北部地区医師会病院）  0980-54-1111  24小時值班（緊急情況） 地圖編號：206 686 513 

 

觀光詳情也可參照導遊圖（下面的鏈接）和從下頁開始的“觀光日程參考”。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hl=ja&authuser=0&mid=zCs-znTdF4C0.knWJfI_MWfdw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2/47006428/
http://www.tyura-bus.sakura.ne.jp/smart/busStopTime.php?routeID=6601&stopID=160099&no=534
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dit?hl=ja&authuser=0&mid=zCs-znTdF4C0.knWJfI_MWf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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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日程參考（以住 3晚為例） 

   第 1 天 

15：00 辦理入住手續  )如提前抵達也可以先寄存行李) 

16：41 從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乘 YANBARU急行巴士（やんばる急行バス），在奧利安酒店度假村下車 

16: 48 冬季 方案 1.從奧利安酒店度假村經備瀨菲島福木大道去備瀨崎。在備瀨崎

（備瀬崎）觀賞夕陽。 

方案 2. 在翡翠海灘（エメラルドビーチ）觀賞夕陽 

菲島福木大道入口有

停車場 

夏季  在前往備瀨崎途中的 Café Cahaya Bulan（カフェ チャハヤブラン）

稍事休息後，觀賞夕陽 

观赏落日后 乘坐有軌巴士或乘出租車返回公寓 

20:00左右 

 

晚餐可在：牛排餐廳 88（ステーキハウス８８）/海邦號（海邦丸）

（海鮮料理）／石（石なぐ）（沖繩料理）／Chanya（冲绳猪肉涮锅）

等餐廳用餐。 

Chanya（ちゃんや）

需提前預定 

 

 

第 2 天 

7：30 在公寓露台吃早餐.前一天在 Kaito麵包房（Pain de Kaito）購買的麵包等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1/47002576/ 

早 餐

后 

方案 1.  從公園步行到美麗海水族館（美ら海水族館） 

方案 2.  乘坐 8:55的遊覽車（遊覧車）到“美麗海水族館” 

方案 3.  乘坐 8:51發車的 YANBARU急行巴士（やんばる急行

バス）去“美麗海水族館” 

方案 4.  開車去“美麗海水族館” 

海洋博公園南門 8 店開門。水族館

（8:30 入場）10 店前後進入客流高

峰，因此早些出發比較好。 

9：10 在美麗海水族館裡的咖啡館 OceanBlue（カフェ オーシャン

ブルー）邊休息邊觀賞鯨鯊和魔鬼魟 

夏季客流高峰期建議再早些出發 

11:00 在海豚劇場（おきちゃん劇場）觀看海豚表演 

11:30 午餐：在餐廳 Ino（レストラン イノー）或奧利安酒店本部度假

村（午餐自助） 

午餐從 11:30 開始。建議預約奧

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オリオン

モトブリゾート）。餐廳 Ino的靠

窗座位會很快被佔滿。 

13：00 方案 1. 再次進入水族館 

方案 2. 步行或乘遊覽車去海洋文化館（海洋文化館）。參觀天文

館 

方案 3.在公園悠閒散步，逛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

ー）（從秋季到春季）。 

方案 4.  在兒童樂園（ちびっことりで）遊玩（从秋季到春季） 

盛夏季節建議傍晚外出散步或在

兒童樂園（ちびっことりで）遊

玩 

 

15:30 （從海洋文化館乘遊覽車到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

ー]） 

出示水族館入場券的存根可購買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

ター）的半價票入場 

 

 

乘遊覽車從海洋館到熱帶夢想中

心即繞行公園中心區域一週，可

欣賞到沿途的美麗風景。 

途中有沖繩鄉土村（沖縄郷土

村），那裡會舉辦豐富多彩的活

動，請一定駐足參觀。遊覽車也

許在中途可以換乘。 

http://tabelog.com/okinawa/A4702/A470201/470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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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在熱帶夢想中心裡的 Snack Squall（スナック スコール）休息 

16：30 冬季 從 Snack Squall（スナック スコール）穿過夕陽廣

場（夕日の広場），在夕陽廣場周邊散步。然後乘遊覽

車去公園南門（可在夕陽廣場或公寓觀賞落日） 

10月到來年 2月，公園南門 18:00

（18時）關閉。請事先確認遊覽車

運行時間。 

夏季 出熱帶夢想中心（熱帯ドリームセンター），在公園內

散步。在夕陽廣場（サンセットスクエア）或其他夕陽

觀賞點觀賞落日。 

（關於夕陽觀賞點，請參照導遊圖） 

 

3 月至 9 月公園南門 19 點 39 分關

門。6月 8月如果在園內觀賞夕陽，

開車出行很方便。 

此外，如果沒有在南門關閉前離

園，請叫門衛開門，或自己打開門

出園。 

20:00   在公寓吃晚餐。 

 

 

第 3 天 

早晨 在 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的 Masen餐廳（マーセン）吃早餐 

早 餐

後 

方案 1.在古宇島（古宇島）開車兜風、參觀古宇利海塔（古宇利オーシャンタワー），然後去今歸仁

城遺址（今帰仁城跡）參觀。 

方案 2. 乘坐 YANBARU 急行巴士（やんばる急行バス）去今歸仁城遺址參觀。 

午餐 在今歸仁村或本部町的咖啡店吃午餐 請參照導遊圖 

午 餐

後 

方案 1.  在翡翠海灘（エメラルドビーチ）海水浴 

方案 2.  在瀨底沙灘（瀬底ビーチ）潛水或浮潛 

方案 3.  參加本部元氣村（もとぶ元気村）的海豚互動活動（いるかプログラム） 

方案 4.  參觀：鳳梨公園（パイナップルパーク）、水果樂園（フルーツランド）、蝴蝶園（蝶々園）、

沖繩名護自然動植物園（ネオパーク沖縄）等 

方案 5.  在熱帶亞熱帶植物園（熱帯亜熱帯植物園）打地面高爾夫（免費） 

方案 6. 和孩子一起在 BANKO之森（バンコの森）遊玩 

18:00  在 MAHAINA溫泉（マハイナ温泉）（MAHAINA健康度假酒店內）休閒放鬆 

19:30

左右 

在民謠居酒屋美麗海太郎（美ら海太郎）或 Kanasando（かなさ

んどー）吃晚餐  傾聽島調（琉球民謠） 

美麗海太郎從公寓步行可至，

Kanasando有免費接送服務。 

第 4 天 

8：00 海洋博公園散步 

8：30 在公寓吃早餐，或在 Snack Squall（スナック スコール）旁邊的

Urizun（うりずん）等免費休息場所吃自帶早餐。 

Urizun8:30 開門。從夕陽廣場

乘電梯至頂層可免費進入。 

9：30  出發準備 餐具和廚具請清洗乾淨後放

回原位。 

10:00 辦理退房手續 鑰匙放入信封 

 

 

 
祝您假期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