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谷和國際大道等人氣景點、 

和觀賞冬天的鯨魚的兩日遊

 

■套餐的推薦點 

・享受北谷的夜景點和國際通街等熱門旅遊景點。 

・由於那霸市的單軌交通，因此無需擔心擁堵和停車場。 

・除了受歡迎的活動，您還可以享受沖繩的美食和音樂文化。 

■推出期間 

1～3 月 

■主要的交通工具 

巴士/單軌電車/步行 

■對象 

女性遊客 

■天數 

兩天  



■套餐的概要 在 Google Map 上查看課程＞＞ 

【day1】 

①用餐：到沖繩著名的牛排餐廳 

②觀光：漫步日落海灘 

③體驗：可以欣賞沖繩音樂的現場住宅 

④觀光：到可以遇見許多景點的街道 

【day2】 

⑤體驗：賞鯨 

⑥用餐：享受日本味增湯文化。 

⑦體驗：世界上唯一的手工紀念品 

⑧特產：在國際街邊觀光邊購物 

⑨特產：被“時尚可愛”包圍的雜貨店 

 

■套餐的詳細 

～～ＤＡＹ１～～ 

START  

那霸機場國際線航站樓 

（12:05 到達） 

 

到達機場之後，我們將乘坐直達巴士前往北谷， 

與租車相比能夠更快的到達目的地， 

所以我們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我們的時間喲～♪  
@OCVB 

Karry Kanko 旅行（約 55 分） 

【路線】Churaumi Liner(for DoubleTree by Hilton Okinawa Chatan 行） 

【時間】那霸機場國際線航站樓 13:31 出發 ≫ 餐廳指南前 14:26 到達 

【金額】800 円 

【其他】機場聯絡巴士也可前往。 

步行（約 10 分） 

【時間】餐廳指南 14:26 出發 ≫ JUMBO STEAK HAN'S 14:36 到達 

  

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jsn0_Ye5GuprZ0F0p4y_ue051AoEJKuQ&ll=26.2660987987411%2C127.70750999999996&z=12


①用餐：到沖繩著名的牛排餐廳 

JUMBO STEAK HAN'S 美浜店 

14:36-16:05（約 1 小時 29 分） 

到達後，去沖繩著名的牛排餐廳。 

避開擁擠的午餐時間段 

您可以盡情享用厚牛排。 

詳情請點擊≫  

步行（約 5 分） 

【時間】JUMBO STEAK HAN'S 16:05 出發 ≫ 酒店 16:10 到達 

 

酒店入住 

16:20-18:00（約 1 小時 20 分） 

到達酒店。 在房間休息一下 

為晚上散步做好準備。 

 
  

 

②觀光：漫步日落海灘 

北谷日落海灘 

18:00-19:00（約 1 小時） 

顧名思義，落日的海灘。 

看著不斷變化的天空和大海的色彩 

沿著海灘漫步吧。 

詳情請點擊≫ 

 
 

 

 

  

https://hans-steak.com/mihama/index.html
http://www.uminikansya.com/


③體驗：可以欣賞沖繩音樂的現場住宅 

okinawan music Karahaai 

19:00-20:00（約 1 小時） 

到可以欣賞沖繩音樂的現場住宅。 

您可以在用餐時欣賞身臨其境的沖繩音樂。 

詳情請點擊≫ 

  
 

 

④觀光：到可以遇見許多景點的街道 

得寶島 

20:00-21:00（約 1 小時） 

這個地區到處都是時尚和美食的旅遊景點。 

街道就像一個主題公園， 

定可以遇見自己喜歡的地兒。 

詳情請點擊≫ 

  

 

 

回到酒店（20:40 到達） 

  

http://www.rinken.gr.jp/kalahaai/
https://www.depot-island.co.jp/shop/


～～ＤＡＹ２～～ 

酒店退房（8:50 出發） 

早餐後，提前退房。 

今天，我將嘗試沖繩的冬季特色活動。 

步行（約 10 分） 

【時間】酒店 08:50 出發 ≫ 浜川漁港 09:00 到達 

 

⑤體驗：賞鯨 

賞鯨 

9:00-12:00（約 3 小時 00 分） 

觀鯨是沖繩冬季的特色。 

您可以享受動態的跳躍和吹奏（吹鹽）。 

詳情請點擊≫ 

 

 

沖繩巴士（約 6 分） 

【路線】120 番名護西空港線（國際線航站樓方向）※共同運行 

【時間】伊平 12:26 出發 ≫ 港川 12:47 到達 

【金額】200 円 

 

步行（約 10 分） 

【時間】港川方向停 12:47 出發 ≫ 味噌汁秀 12:57 到達 

  

https://www.cerulean-blue.co.jp/whale-watching-zh/


⑥用餐：享受日本味增湯文化。 

味增湯亭 秀 

13:00-13:45（約 45 分） 

味增文化在日本受歡迎的代表菜。 

觀賞鯨魚變得涼爽身體 

來碗溫暖的味增湯，絕對是最佳口味。 

詳情請點擊≫ 

 
 

步行（約 10 分） 

【時間】味噌汁秀 13:45 出發 ≫ 港川巴士停 13:55 到達 

 

沖繩巴士（約 18 分） 

【路線】32 番 Convention Center 線（那霸巴士總站方向） 

【時間】港川 14:05 出發 ≫ 若松入口/美栄橋 14:23 到達 

【金額】390 円 

 

步行（約 10 分） 

【時間】美栄橋駅 14:30 出發 ≫ Churaumiya 14:40 到達 

 

 

⑦體驗：世界上唯一的手工紀念品 

工房 Churaumiya 

14:40-16:00（約 1 小時 20 分） 

沖繩的守護神 Shisa 的裝飾品， 

您可以體驗手工製作的設施。 

有很多經驗，所以和你的朋友一起 

在玩樂的同時為自己製作紀念品♪ 

詳情請點擊≫  

 

  

 

  

http://okinawaclip.com/ja/detail/322
http://churaumiya.com/page.php?pID=6


⑧特產：在國際街邊觀光邊購物 

漫步國際大道＆購物 

16:00-17:30（約 1 小時 30 分） 

製作 Shisa 後，沿著國際大道漫步。 

有很多紀念品商店， 

讓我們從一端轉到您感興趣的設施。 

詳情請點擊≫ 

 

 

  

 

 

⑨特產：被“時尚可愛”包圍的雜貨店 

Splash Okinawa 

17:30-18:00（約 30 分） 

筷子和筷子架 

被時尚可愛包裹的綜合商店。 

請購買小物品作為紀念品 

詳情請點擊≫ 

 

 

沖縄都市單軌電車（約 13 分） 

【路線】那霸機場方向 

【時間】県庁前站 18:16 出發 ≫ 那霸機場站 18:29 到達 

【金額】270 円 

 

GOAL 

那霸機場國際線航站樓（20:30 到達） 

https://naha-kokusaidori.okinawa/
https://splashokinaw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