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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設
T E A M

B U I L D I N G

在美麗的大自然中加強團隊凝聚力
團隊建設是一種讓所有參加成員都具備團隊意識︑提高凝聚力︑增加團隊產能
的組織建設項目︒

我們以沖繩富饒自然下的開闊空間和沖繩獨特文化為主題，設置有憑藉集體通
力合作來開展的團隊建設項目︒

MICE
Experience Program
Guide Book
Okinawa, JAPAN

チ ー ム ビ ルディン 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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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p!
u
沖繩的亞熱帶海洋性氣候下特有的碧海白沙相得益彰的美景令人神往︒
透過以沖繩海灘為會場的奧運競技比賽促進參加者之間的交流，培養凝聚力︒

促進交流，培養凝聚力

「海灘奧運會」
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孕育出的沖繩特色自然風光。其中碧海白沙相得益彰的迷人海灘是世界
頂級美景。透過在美景如夢的海灘舉辦的奧運競技比賽，促進參加者之間的交流，培養凝
聚力。海灘奧運會不是一決體力勝負的運動會。它由發揮團隊成員特長，以團隊協作的形
式評估完成情況的獨特比賽項目構成。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
果等，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區服務。會場的甄選也請交給我們。
《項目例：100 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 (15 分鐘 ) ◆相互介紹 (15 分鐘 ) ◆泳圈接力 (20 分鐘 ) ◆連接軟式沙灘排球
(60 分鐘 ) ◆醃泡盛酒接力 (20 分鐘 ) ◆拔河賽大戰 (20 分鐘 )
總共：2 小時 30 分鐘 ※在夜晚的聯歡會等舉行頒獎儀式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2小時到約2小時30分鐘)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區(含離島)服務
●交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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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驗作為沖繩代表性傳統活動而為人熟知的「划龍舟比賽」，
可以培養集體感和凝聚力，以及建立人脈等︒

幫助加強團隊協作力，提高組織向心力

「划龍舟體驗」
名護市旅遊協會提供基於團隊建設理論的划龍舟體驗項目。透過龍舟划法的講解以及制定團隊目標，全員通力
合作實現同一目標的過程，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凝聚力和成就感。透過項目的一系列流程，有助於提高團隊
協作力和組織向心力。項目內容包括方針制定和準備︑向當地漁民學習龍舟划法、約 10 名組成一個團隊進行
划龍舟比賽。

●參加人數：50名～ 30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約6小時
口：公益財團法人名護市旅遊協會
●窗
Ⓐ沖繩縣名護市大中1-19-24
Ⓦhttp://kanko.city.nago.okinawa.jp/
Ⓣ0980-53-7755 Ⓕ0980-52-1797
●營業時間：8:30 ～ 17:30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用：1名5,000日圓(含稅) ※50名～ 100名的費用／需要預訂 ※穿不怕濕的服裝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9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6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4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15分鐘車程

05

透過文化體驗讓參加者同心協力︑
增進交流，構建團隊的關聯性︒

「EISA 太鼓舞體驗」

チ ー ム ビ ルディン グ

透過沖繩的傳統藝術讓團隊齊心同力

01

EISA 太鼓舞是沖繩的傳統藝術，在盂蘭盆節期間，為了迎接返回現世的祖先之靈而跳的舞蹈。主要由旗頭、
太鼓舞、手舞、京太郎、伴唱組成，年輕人一邊跳舞一邊在地區內結隊緩行。在祖先崇拜觀念強烈的沖繩，盂
蘭盆節是非常重要並且盛大的傳統活動。該項目將學習 EISA 太鼓舞並進行實際表演。
《內容》1.EISA 太鼓舞的說明 2. 模範表演 3. 表演指導
輕裝 ( 易於活動的服裝 )、毛巾
•指導人數會因參加人數變動而調整
•可穿戴表演裝拍攝紀念照 ( 另須付費 )
●參加人數：5名～ 40名(有表演裝)︑5名～ 80名(無表演裝)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一般社團法人恩納村旅遊協會(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098-966-2892
●營業時間：8:30 ～ 17:30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年底年初(有關預訂者不在此限)
用：1名2,100日圓(有表演裝)(不含稅)︑1名1,800日圓(無表演裝)(不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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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會學習在沒有電和燃氣的環境下不破壞自然
卻能生存下去的祖先們的「Jinbun( 智慧 )」和互幫互助︒

培養真實面對自然的「生存能力」

「智慧學校」
沖繩的「智慧學校」正在推出學習沖繩的自然與鄉土知識的環保一日遊。智慧學校的「Jinbun」在沖繩的方言
中是「生存智慧」的意思。不妨在沒有電和燃氣，宛如大陸離島般的 Nufa 之鄉一起學習有限資源和生命的可貴。
學習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先人們的「智慧」，全身心地感受大自然。Nufa 的大自然是知識的寶庫！可以與野生動
植物親密接觸，採摘食用野草及樹木的果實，體驗很多在城市無法體驗的事情。歡迎您與家人或朋友一起學習
在大自然中生存的知識。

●參加人數：1名～ 45名以內
●所需時間：約7小時～約8小時
口：ECONET 美
●窗
Ⓐ沖繩縣名護市嘉陽72
Ⓦhttp://www9.big.or.jp/~chura/
Ⓣ0980-55-8077 Ⓕ0980-55-9077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一日遊行程1名8,600日圓(含稅) ※還有住宿行程 ※設有兒童和幼兒的收費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日常會話)
通：從那霸機場約10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7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6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3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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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巧妙設計，讓第一次接觸樂器的人也一定能上手，透過接觸沖繩獨特的樂器，
演奏沖繩特有的旋律，可以體驗文化，留下共同的美好回憶︒

「Making Okinawan Music」

チ ー ム ビ ルディン グ

感知沖繩特有的文化

01

特別演奏會的藝術家指導伴著沖繩的曲調閃亮登場。由著名的 Okinawan Pops 讓會場氣氛熱烈起來之後，決定
參加者每人負責的樂器。使用的沖繩樂器有四種。分別是三線、三板、手持單面鼓和太鼓。準備的教材無需語言
就可以使用，樂器演奏方法的說明以及樂譜中會使用通俗易懂的圖畫、符號等，為了讓第一次接觸樂器的人也一
定能上手而下了一番功夫。指導員由沖繩的專業音樂家擔任。透過接觸沖繩獨特的樂器，演奏沖繩特有的旋律，
不僅可以真切地感受與體驗沖繩的文化，還能留下共同的美好記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域運送服務。會場的甄
選也請交給我們。
《項目例：100 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由藝術家指導進行現場相互演奏 (10 分鐘 )◆挑戰樂器的選擇 ( 嘗試 4 種樂器進行選擇 ) (15 分鐘 )◆步驟 1：以
簡單的樂曲為主題，訓練各樂器 ( 部分 ) 的基本演奏方法 (40 分鐘 )◆步驟 2：全體人員進行合奏挑戰確認完成度
(15 分鐘 )◆步驟 3：分成各團隊學習每個團隊的課題曲 (30 分鐘 )◆步驟 4：每個團隊完成獨創的表演 (20 分鐘 )
◆在比賽中各團隊表演自己的曲目 (20 分鐘 )
總共：2 小時 30 分鐘

※在夜晚的聯歡會等舉行頒獎儀式

●參加人數：20名～最多400名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根據人數建議使用約2小時到約3小時)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域(含離島)運送服務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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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遊覽觀光地一邊開心挑戰！ 培養創造力︑團隊協作力︑集體感！
以團隊為單位在觀光地發起挑戰︒

完成任務，加強組織向心力

「Amazing Race In NAHA City」
一邊遊覽觀光地一邊開心挑戰！培養創造力、團隊協作力、集體感！按照在出發地點交給各個團隊的任務單，在
觀光地向任務發起挑戰。根據團隊在各任務站點的完成情況獲得分數！ 移動過程中可以使用「Yui Rail（沖繩都
市單軌電車）」的一日乘車券在那霸市內以團隊為單位進行戰略性轉移。可以共同分享旅途的美好回憶，提高參
加者的集體感和組織向心力！ 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果等，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
《項目例：100 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和相互介紹 (20 分鐘 )◆發出任務的命令 (10 分鐘 )◆透過團隊在分佈的觀光地等巡迴任務站點向各任
務挑戰 (180 分鐘 )◆完成全部任務奔向目標點
總共：3 小時 30 分鐘

※在夜晚的聯歡會等舉行頒獎儀式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3小時到約4小時)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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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從Yui Rail(沖繩都市單軌電車)車站到可步行圈內提供
●交
運送服務

以保留有富饒自然的本島中北部為中心，開展真正的體驗項目，
透過農業體驗以及踏浪等各種體驗來培養五感︒

「收割甘蔗和製作黑糖」

チ ー ム ビ ルディン グ

學農沖繩

01

沖繩代表性的主要作物甘蔗在沖繩叫做「Uji」，自古便開始種植。長達3公尺左右的甜甘蔗對於當地的孩子們來說，
曾是最好的零食。在田地裡一邊聽講解一邊使用農機工具收割甘蔗後，可以與農戶一起試飲甘蔗汁或製作黑糖。剛
剛收割的甘蔗可以當場食用，現做黑糖的甜美味道可以即時品嚐，這也是本項目的樂趣所在。

●參加人數：20名～ 12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約3小時
口：沖繩體驗Niraikanai
●窗
場所：山田體驗廣場︑真榮田體驗館
Ⓐ沖繩縣恩納村山田524
Ⓦhttp://www.niraikanai.co.jp/
Ⓣ098-964-1616 Ⓕ098-964-1617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週日︑國定假日(若有預訂照常營業）
用：1名2,500日圓 (含稅)
●費
●對應語言：英文(日常會話程度)
通：從那霸機場約6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3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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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觀賞熱帶︑亞熱帶地區生長的約 1,300 種植物的植物園體驗
並共同感受利用自然資源的項目，培養凝聚力︒

置身植物的海洋，休閒放鬆的同時提昇團隊協作力

「綠色奧運會」
在有效利用資源的場地內進行的活力項目︒由於是團體競技，所以需要團隊合作。
有助於構築員工協作體制和提高積極性。

●參加人數：20名～ 15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約3小時
口：東南植物樂園
●窗
Ⓐ沖繩縣沖繩市知花2146
Ⓦhttp://www.southeast-botanical.jp/
Ⓣ098-939-2555
●營業時間：週日～週四為9:00 ～ 18:00︑週五︑週六︑國定假日的前一天為9:00 ～ 22: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5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2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40分鐘車程

可以體驗與農戶一起揮灑汗水共同完成手工勞作的過程︒

學習並品嚐產品

「收割甘蔗＆製作黑糖」
提到沖繩的特色風景，當屬紅瓦屋頂和甘蔗田。沖繩代表性的主要作物甘蔗在沖繩
叫做「Uji」，自古便開始種植。快來參加項目，剝開剛剛割下的甘蔗的皮，咬一口甘蔗
嚐嚐吧。此外，還可以透過黑糖製作體驗品嚐新鮮出爐的黑糖的美味。
《內容》1.收割指導 2.收割體驗 3.壓榨體驗 4.黑糖製作 5.試吃
●參加人數：10名～ 6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約2小時30分鐘
口：一般社團法人恩納村旅遊協會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 098-966-2892
●營業時間：8:30 ～ 17:30（10月～ 5月）⁄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年底年初(有關預訂者不在此限)
用：1名1,800日圓 (不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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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可以享受傳統活動划龍舟比賽的樂趣，
還可以培養協調性，增強集體感︒

「划龍舟比賽體驗」

チ ー ム ビ ルディン グ

培養協調性、成就感、凝聚力

01

划龍舟是14世紀前後從中國流傳來的，沖繩在農曆5月4日舉辦的祈願海運平安和
漁業豐收的壯觀的划龍舟比賽︒現在各地漁港的漁民們也會在農曆5月4日為祈願
漁業豐收和海上安全而舉辦熱鬧的划漁船比賽︒所有人團結一心︑共同發揮平時
的團隊協作力吧︒

●參加人數：80名～／ 2隻(80名～約100名)︑3隻（101名～）
●所需時間：約3小時～
口：一般社團法人恩納村旅遊協會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098-966-2892
●營業時間：8:30 ～ 17:30(4月～ 12月) ／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年底年初(有關預訂者不在此限)
用：2隻232,000日圓 (不含稅)︑3隻312,000日圓 (不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乘坐傳統木船「Sabani 帆船」揚帆起航，
大家團結一心奮力划槳，集體感油然而生︒

提高團隊凝聚力

「Sabani 帆船＆競賽體驗」
（1 日遊）
「Sabani帆船」是沖繩的傳統木造船︒眾所週知，沖繩四面環繞著富饒的大海，因此
傑出的海洋文化得以發揚光大，揚帆划槳，最遠甚至航行到了海外︒而漂洋過海的
工具就是平民中最常見的「Sabani帆船」
︒該項目內容包括上午聽Sabani帆船相關
的知識講解，學習划船方法等，午餐後可以參加Sabani帆船賽︒※遇暴風雨天氣
時，還可以替換為室內結繩術講座等體驗項目︒我們還提供日本國內旅行保險的
投保服務。

●參加人數：10名～ 100名
●所需時間：約5小時
口：FUKAKISABANI
●窗
Ⓐ沖繩縣名護市東江2-8-47
Ⓦhttp://www.f-sabani.net/
Ⓣ098-988-3821
●營業時間：10:00 ～ 19:00 ／休息日: 不定 (項目時從10:00 ～ )
用：1名9,000日圓 (不含稅)
●費
●對應語言：英文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6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4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1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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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城市奧武島體驗沖繩漁民的傳統活動划龍舟，
可以培養集體感和凝聚力，以及建立人脈等︒

真實體驗漁民的傳統活動

「划龍舟體驗」
奧武島划龍舟在沖繩縣範圍內也很有名︒奧武島的漁民會為您耐心講解划龍舟的
方法︒在清澈透明的海上划龍舟一定會讓您無比激動︒此外，划龍舟時，划船的人
必須齊心合力，充分確保重量的平衡才能划得快，所以整個團隊擰成一股繩去思考
問題很重要︒因此，這也是一項在公司和組織進行團隊結成時大受歡迎的活動︒
請一定要去南城市奧武島體驗一下划龍舟。
●參加人數：1組30名～ 100名
●所需時間：約3小時
口：一般社團法人南城市觀光協會
●窗
Ⓐ沖繩縣南城市知念字久手堅541番地(GANJU站•南城內)
Ⓦhttp://okinawa-nanjo.jp/
Ⓣ098-948-4611 Ⓕ098-948-4644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2,500日圓 (含稅) ～
●費
※費用根據體驗人數而變動︒另外，3月～ 5月因打撈海蘊季節可能會有不能預訂
的情況。
●對應語言：英文
通：從那霸機場約5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6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80分鐘車程

也被稱為冒險教育，是一種融入了心理學和
體驗學習手法並以野外活動為中心的項目︒

培養參加者的自主性和協調性

「冒險訓練」
冒險訓練也被稱為冒險教育，是一項融入了心理學和體驗學習的手法，培養參加
者的自主性和協調性，並以野外活動為中心的項目︒以前的孩子們在山河原野中
玩耍，從中學習到協調性和信任關係︒但是，現在的孩子們缺少進行這種重要玩
耍體驗的場所︑時間和對象︒冒險訓練的目的就是透過在有限時間內開展有效的
項目，打造可以彌補這一不足的學習環境︒東村村民的森林冒險訓練行程可以在
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設施中接受經驗豐富的引導師的指導。
●參加人數：10名～ 80名
●所需時間：約8小時(一日)︑約4小時(半日)
口：杜鵑花Eco Park(東村故鄉振興株式會社)
●窗
Ⓐ沖繩縣東村平良766-1
Ⓦhttp://higashi-ecopark.com/
Ⓣ0980-43-3300 Ⓕ0980-43-3030
●營業時間：9:00 ～ 17:30(受理預訂)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5,100日圓(一日)︑1名4,100日圓(半日)(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10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9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7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5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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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體驗參觀
E X C U R S I O N

接觸特有的歷史和文化提高自身修養

作為 MICE舉辦項目的一部分，我們為參加者及其同伴們策劃了在會場以外的地

方進行的主題小旅行和考察︒還包括專業考察生產現場和生產設施的技術考察︒
觀光性質較強的體驗項目將在「特別觀光」中進行介紹︒

MICE
Experience Program
Guide Book
Okinaw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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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A M

B U I L D I N G

Pickp!
u
在面向羽地內海和東海兩片海域的屋我地島，有本島最大規模的紅樹林群落，
可以盡情享受亞熱帶氣候特有的富饒自然美景︒

可以實地欣賞、接觸、感受紅樹林

「自然觀察與皮划艇體驗」
位於沖繩本島北部羽地內海之中的屋我地島，風光明媚，擁有「沖繩松島」的美譽，被選為沖
繩八景之一︒這裡孕育著紅樹林，有各種生物在此生長。在本設施可以參加兩個項目，分別
是散步紅樹林與大片淺灘的自然觀察以及在清澈透明︑風平浪靜的海域體驗划皮划艇。在
紅樹林可以與短指和尚蟹等生物來一場愉快的相遇。參加皮划艇項目可以巡遊浮在海中的
小島，體會開闊感和冒險的感覺。還可以同時體驗烹飪︑騎行︑染色織物等項目。這裡有古
宇利大橋︑WARUMI大橋︑屋我地大橋三座橋，從名護去設施以及從設施前往古宇利島︑
今歸仁村︑本部的交通都非常方便。

●參加人數：20名～ 80名以內
●所需時間：約3小時30分鐘
口：屋我地ECO TOUR NETWORK
●窗
Ⓐ沖繩縣名護市字屋我376
Ⓦhttp://www.yagaeco.net/
Ⓣ090-1942-2882 Ⓕ0980-52-8690
●營業時間：8:30 ～ 19:00 ／休息日：不定
用：1名4,000日圓(含稅) ※團體費
●費
●對應語言：英文(日常會話)
通：從那霸機場約80分鐘車程／從沖繩會議中心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55分鐘車程／從萬國津梁館約30分鐘車程
15

進入工廠內部可以用五感體驗
平常體會不到的醪糟香味和酒廠氛圍︒

「泡盛酒廠參觀」

エ ク ス カ ー ション

用五感去體會並讓回憶長留心中

02

1.觀看「泡盛製作過程」的視頻進行學習
2.由釀酒人(藏人)介紹工廠內部
3.參觀並接觸實際使用的原料米等
4.學習美味的陳酒的相關知識
5.品鑑各種泡盛酒，試飲醪糟醋
2010年和 2011年連續 2年在沖繩 MICE內容大賽上，作為凝聚獨創巧思且具備沖繩特色的方案受到高度評價，
並獲得獎項。

●參加人數：1名～ 25名以內︒按照1個團隊進行介紹。
●所需時間：約40分鐘(介紹時間約20分鐘︑試飲約20分鐘)※受理時間從10:00～16:00截止。
口：有限會社神村酒造
●窗
Ⓐ沖繩縣宇流麻市石川嘉手苅 570
Ⓦhttp://kamimura-shuzo.co.jp/
Ⓣ098-964-7628 Ⓕ098-964-7627
●營業時間：10:00 ～ 17:00 ／休息日：年底年初（12月30日～ 1月3日）
用：入場免費／需要預訂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55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3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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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沖繩傳統空手道訓練，挑戰「形」的演武，
真切感受日本的武道文化︒

體驗沖繩傳統空手道訓練，感知空手道文化

「沖繩空手道體驗」
挑戰發源於沖繩的空手道！空手道已確定為 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添加項目。據說全球有一億名空手道愛好者。
空手道是日本武道的代表項目。本項目可以體驗沖繩傳統空手道訓練，挑戰「形」的演武︒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
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果等， 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區服務︒會場的甄選也請交給我
們。
《案例：100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和相互介紹 (15分鐘)

◆沖繩空手道相關的解說(15分鐘)

◆基礎練習(45分鐘)

◆挑戰形的模範表演(15分鐘)

◆形的培訓(45分鐘)

◆體驗的形的表演(15分鐘)

總共：2小時30分鐘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1小時到約2小時)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 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域(含離島)運送服務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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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行領隊和支援車為安全暢快的騎行活動提供支持，
可以騎著自行車穿越連接島嶼的橋樑和海中道路，是一項充滿活力的項目︒

「跨海自行車體驗」

エ ク ス カ ー ション

充分利用沖繩自然資源的活力項目

02

一項可以騎著自行車穿越連接島嶼的橋樑和海中道路的活力項目。騎行領隊和支援車為安全暢快的騎行活動提供
支持︒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果等，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
《項目例：80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20分鐘)

◆調整自行車的適應性(20分鐘)

◆騎行(去程)(60分鐘)

◆在中繼點執行挑戰任務(20分鐘)

◆騎行(回程)(60分鐘)

◆目標

總共：3小時

●參加人數：30名～ 80名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3小時)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 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本島全域運送服務
●交

18

MICE体験プログラムガイドブック

在「空手道的發祥地沖繩」學習傳統空手道的精髓︒
在 2017 年 3 月開幕的新設施中感受沖繩獨有的文化遺產「空手道」︒

獨有的文化遺產的保存、繼承和發展…

「傳統空手道文化體驗」
發源於沖繩的「空手道」現在在全球擁有眾多愛好者︒沖繩空手道會館將沖繩空手道作為獨有的文化遺產，讓其得
以保存、繼承和發展，並且面向國內外宣傳「空手道的發祥地沖繩」，是一個可以學習傳統空手道精髓的據點式設施
︒這座展示設施以象徵代表空手道發祥地的「特別道場（守禮之館）」為中心，設有特別道場前庭和擁有室外訓練場
地的設施區域︒以從空手道專家到普通大眾都可以享受到樂趣的具有娛樂性的「收費資料室」為中心，還設有銷售
空手道相關限定商品等的商店和餐飲區︒這裡不僅可以作為空手道練習和舉辦大賽的場地，還是一座也可用於空
手道以外各種活動的「道場」，以此為中心的訓練室︑研修室、淋浴室等配套設施完善，可以讓國內外的空手道相關
人士以及沒接觸過空手道的人士和遊客都能體驗到空手道的樂趣。
◆各種體驗項目也於2017年春季開始啟動

●參加人數：可以商談。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
口：沖繩空手道會館
●窗
Ⓐ沖繩縣豐見城市字豐見城 854-1
Ⓦhttp://karatekaikan.jp/
Ⓣ098-851-1025
※10月25日為「空手道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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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展示設施9:00 ～ 18:00︑道場設施9:00 ～ 21:00⁄
休館日：週三︑12月30日～ 1月3日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14分鐘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4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60分鐘車程

在沖繩金武町的億首河川上，划著皮划艇穿越紅樹林，學習自然環境知識︒

「紅樹林皮划艇體驗」

エ ク ス カ ー ション

思考從自然紅樹林到環境保護

02

紅樹林是對淡水海水混合形成的河口泥灘上叢生的各種植物群的通稱，它具有被認
為地球溫暖化的主要原因的二氧化碳的吸收固定力大而備受關注，其植物根形成的
安全空間，作為生物的「生命搖籃」養育著幼魚、蟹、蝦等，此外它還具有保護生態系
的效果。在沖繩本島內可以觀賞4種紅樹林。划著皮划艇和當地導遊一起體驗紅樹林
四周的自然環境的美妙之處。

●參加人數：10名～ 12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自然未來館
●窗
Ⓐ沖繩縣國頭郡金武町金武 11818-2
Ⓦhttp://www.nature-kin.com/
Ⓣ098-968-6117 Ⓕ098-968-6187
●營業時間：9:00 ～ 21:00 ／休息日：不定
用：大人1名5,300日圓／小孩(6歲～ 11歲)1名3,700日圓 (不含稅)
●費
※10名以上的團體時，大人／小孩：一律4,000日圓 (不含稅)
通：從那霸機場約6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5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3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5分鐘車程

利用沖繩最為人熟知的樂器「三弦琴」，
實際體驗琉球音樂的項目︒

學習傳統藝術和文化

「三線體驗」
三線(沖繩樂器)是指從中國傳入到琉球，琴身兩面蒙有蛇皮的三弦樂器︒透過實際
拿著三線學習演奏親身體驗琉球文化︒
1.三線的說明 2.示範演奏 3.實際技巧指導︑島歌︑安里屋協作謠︑鳳仙花︑很愛
你等歌曲
●參加人數：5名～ 40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一般社團法人恩納村旅遊協會(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098-966-2892
●營業時間：8:30 ～ 17:30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年底年初(有關預訂者不在此限)
用：1名1,800日圓 (不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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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地區保持密切關係︑環保︑熱情款待」為宗旨，
提供體驗紅樹林以及強調地區特色的體驗項目︒

與慶佐次川的大自然親情相會，對環境問題的思考

「皮划艇體驗和觀察紅樹林」
位於沖繩縣東村的國家指定的天然紀念物的慶佐次川紅樹林，讓人聯想起亞馬遜河，
這裡生息著很多珍貴的動植物。在主場的「慶佐次川」因潮水漲落差很大，舉辦不會
影響自然環境的運動項目，根據潮水落之差，體驗划船的場地會有不同。體感幻想自
然的河皮艇、海皮艇、山地登山涉水等的自然體驗以外，還可體驗製作沖繩料理、收
割鳳梨以及製作果醬等的文化體驗。感受自然，同時還可瞭解地區的歷史、文化、生
態系、動植物的生息智慧以及奇異自然。

●參加人數：20名～ 120名以內
●所需時間：約3小時(半日行程)
口：山原自然體驗學校
●窗
Ⓐ沖繩縣東村字慶佐次 82
Ⓦhttp://www.gesashi.com/
Ⓣ0980-43-2571 Ⓕ0980-43-2585
●營業時間：8:00 ～ 18:00 ／休息日：元旦
用：1名4,000日圓(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12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9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7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50分鐘車程

透過以最美麗海而聞名的宮古島的豐富自然恩賜的「雪鹽」，
可以體驗學習製造工序以及宮古島的歷史文化的項目︒

透過雪鹽瞭解宮古島的歷史文化

「參觀雪鹽博物館」
宮古島雪鹽，是保留海水成分精心製成的鹽。講解員向您介紹雪鹽的製造工序、沖繩
大海的特徵、與珊瑚礁的相關性以及有關宮古島的各種情報。透過項目活動讓人感
受到美妙大自然的恩惠。

●參加人數：1名～ 40名／需要預訂
●所需時間：約15分鐘～約20分鐘
口：一般社團法人宮古島觀光協會
●窗
Ⓐ沖繩縣宮古島市平良字西里187番地2樓
營：雪鹽博物館
●運
Ⓐ沖繩縣宮古島市平良字狩俁 191
Ⓦhttp://www.yukisio.com/
Ⓣ0980-72-5667
●營業時間：9:00 ～ 18:30(4月～ 9月)︑9:00 ～ 17:00(10月～ 3月)⁄
休息日：年中無休(有時會遇到廠休的情況，屆時敬請諒解︒)
用：免費
●費
通：從宮古機場約30分鐘車程
●交

21

用沖繩獨有的泡盛酒配合招待活動
作為泡盛職人仕酒體驗提供專門知識的方案︒

「泡盛職人仕酒體驗」

エ ク ス カ ー ション

不問場所體驗泡盛酒美味

02

神村酒造的釀酒人直接在派對會場提供服務，一邊給客人倒酒，一邊介紹酒的美味
喝法以及與泡盛酒相關的話題︒此外，還設有品酒櫃檯，誰都可以享受品酒快樂的
方案。也深受外國人的青睞！自主創新且具有沖繩特色的方案受到很高的評價，
2010年︑2011年2年連續榮獲沖繩MICE內容大賽獎。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按照派對時間
口：有限會社神村酒造
●窗
Ⓐ沖繩縣宇流麻市石川嘉手苅 570
Ⓦhttp://kamimura-shuzo.co.jp/
Ⓣ098-964-7628 Ⓕ098-964-7627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55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30分鐘車程

訪問可持續能源的驗證實驗設施︑根植於沖繩的文化︑自然的獨創產業以及
地區產業等引人矚目企業︑設施的活動項目︒

瞭解有關沖繩的產業狀況

「視察產業」
這是一個訪問可持續能源的驗證實驗設施、根植於沖繩的文化、自然的獨創產業以
及地區產業等引人矚目企業、設施的活動項目。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
的特徵、期望成果等，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區服務。訪問目的
地的甄選也請交給我們。
《案例：100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在移動車內進行介紹
◆一邊移動一邊參觀希望去訪問的產業(180分鐘～240分鐘)
【參觀地例】•可再生能源驗證實驗設施 •製鹽設施 •泡盛酒造所等
※可以安排客人想去訪問的產業 總共：3小時～4小時
●參加人數：可以商談
●所需時間：設有半日項目︑全日項目。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 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區(含離島)服務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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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CSR 項目
C S R

P R O G R A M

懷著熱誠之心提高貢獻社會意識
這是一項可以體驗如何解決沖繩的環保問題︑地區課題等社會課題活動的項目，
透過參加活動可以理解CSR活動的性質，同時，還可以為舉辦地沖繩做出貢獻︒

23

MICE
Experience Program
Guid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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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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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p!
u
透過體驗自然遊戲加深對自然生態的理解，
體驗河川的保全活動可以提高對地球再生活動的認識︒

確認生命的作用瞭解自然的力量

「水和綠色的自然教室」
為了使地球的未來更加美好，追求自然與人的調和已成為時代發展的趨勢︒雖然人們普遍
都認識到保護自然的重要性，但是，能親自與維繫自然本身的生物相接觸或體驗河川的環
境再生的機會是非常少的。實施本項目活動，可以實際去尋找小河裡的魚蝦︑沼澤地群落生
境的水蠆︑龍虱，或者透過使用植物︑原創賓果卡，巡遊水和綠色瞭解生物的存在以及承
擔淨化地球環境的機制後，可以去實際體驗河川的環境整建活動的項目︒透過體驗與各種
植物︑生物的接觸以及為了河川的再生體驗清除堆積的紅土，從而可以加深對地球再生活
動意義的理解。

●參加人數：60名(每組3名～ 8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久米島螢火蟲會
●窗
Ⓐ沖繩縣島尻郡久米島町字上江洲457-20
Ⓦhttp://kumejima.wixsite.com/kumejimahotaru2
Ⓣ080-6490-3850
●營業時間：9:30 ～ 16:30 ／休息日：週一︑週二(可實施體驗項目)
用：1名2,500日圓 (3名～ 34名)︑1名2,000日圓 (35名～ 60名) (含稅)
●費
通：從久米島機場約20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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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螢火蟲相關的久米島的自然環境經典地區，
進行接觸生物︑植物的環境體驗學習︒

在生物群的生息場所散步、瞭解生命的智慧

「夜間生物觀察會」
構成地球的自然環境的植物及生物，作為多方面利用生活空間的智慧之一，將白天和夜晚的出現時間區分使用。
透過一邊尋找白天聽不見的蟲鳴聲以及看不見的螢火蟲光，一邊與導遊一起在久米島螢火蟲館周圍的綠地︑木板
道︑沼澤地︑河川生物群的生息場所巡遊散步，可以幫助您認識到夜間黑暗的真正的重要性。

●參加人數：60名(每組3名～ 8名)
●所需時間：約1小時30分鐘
口：久米島螢火蟲會
●窗
Ⓐ沖繩縣島尻郡久米島町字上江洲457-20
Ⓦhttp://kumejima.wixsite.com/kumejimahotaru2
Ⓣ080-6490-3850
●受理時間：9:00 ～ 17:30 ／休息日：週一、週二(可實施體驗項目)
用：1名2,500日圓 (3名～ 34名)︑1名2,000日圓 (35名～ 60名) (含稅)
●費
通：從久米島機場約20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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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琉球愛樂樂團一起訪問偏鄉學校，透過現地演奏支援和
同台演出，使沖繩的孩子們能得到一個形成豐富的人格特性機會的活動︒

「贈給偏鄉學校的音樂禮物」

C
S
R

プログ ラ ム

透過音樂為社會作出貢獻，從中感受挑戰及喜悅的心情

03

與琉球愛樂樂團一起去訪問幾乎沒有機會欣賞古典音樂現場演奏的偏鄉學校，透過支持及同台共演，使沖繩的孩
子們能得到一個形成豐富的人格特性機會的CSR活動︒不只是文化，對孩子們天真純樸的驚奇︑喜悅等各種反響
時，可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的項目︒此外，透過積極主動的參與音樂演奏會的運營工作，能獲得更大的喜悅︒
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果等，對項目進行量身定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區服務︒會
場的甄選也請交給我們。
《案例：100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和相互介紹(15分鐘) ◆創作表演的練習(60分鐘)
(90分鐘)

◆與琉球愛樂樂團同台演出(90分鐘)

•琉球愛樂樂團的演奏

◆會場(學校體育館)的裝飾、設置、樂器搬運等準備

•歡迎兒童／學生

•創作表演的演出(同台演出)

◆與兒童／學生一起打掃整理會場 (15分鐘)

總共：4小時30分鐘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3小時到約4小時)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區(含離島)服務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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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各島嶼上每天都會從海上漂來各種漂流垃圾︒為自然保護，維護環境做出貢獻，
有助於提高貴公司的 CSR，同時也能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

接觸島嶼特有的問題，學習自然保護和維護環境

「淨灘活動」
沖繩各島嶼上每天都會從海上漂來各種漂流垃圾︒為作為MICE的舉辦地訪問沖繩
的保護自然和維護環境做出貢獻，不僅有助於提高貴公司的CSR，同時也能提高員
工的工作熱情︒我們會提前瞭解實施目的︑參加者的特徵︑期望成果等，對項目
進行量身定制︒我們提供沖繩縣內全區服務︒會場的甄選也請交給我們。
《案例：100名時》※可以量身定制。
◆介紹內容(15分鐘) ◆清掃活動 (40分鐘) ◆垃圾分類 (20分鐘)
◆紀念攝影 (15分鐘)
總共：1小時30分鐘 ※推薦可加選BBQ等的午餐

●參加人數：無限制
●所需時間：可以商談︒(推薦約1小時到約1小時30分鐘)
口：株式會社DMC沖繩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當藏町1-6-4
Ⓦhttp://www.dmc-okinawa.co.jp/
Ⓣ098-943-6642 Ⓕ098-943-6641
●營業時間：根據委託內容進行調整
用：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提供沖繩縣內全區(含離島)服務
●交

體驗與夥伴齊心協力，朝著目標不懈努力的組織建設︒

凝聚眾人之力將自然打造的更美

「淨灘活動」
事先組成活動團隊(每組3名～ 8名)，選定負責人︒接著說明在前往目的地的立神
岩附近散步時的注意事項和垃圾回收方法，各團隊相互合作進行垃圾回收︒在搬
運重垃圾或危險垃圾時，一邊留心一邊採取輪流傳遞作業方法，將垃圾搬到階梯上
面的停車場︒透過輪流傳遞作業可以體驗團隊結成活動︒倒出收集來的全部垃圾，
塑料瓶︑泡沫聚苯乙烯︑漁具︑玻璃類等按項目分類，並記錄在調查表上，由各團
隊發表發現的問題︒之後，對與地球環境︑人、生物的相處方法，以及人在保護地
球方面的作用︑實際開展的活動等進行討論。

●參加人數：100名(每組3名～ 8名)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久米島螢火蟲會
●窗
Ⓐ沖繩縣島尻郡久米島町字上江洲457-20
Ⓦhttp://kumejima.wixsite.com/kumejimahotaru2
Ⓣ080-6490-3850
●受理時間：9:00 ～ 17:30 ／休息日：週一︑週二(可實施體驗項目)
用：1名1,000日圓 (含稅)
●費
通：從久米島機場約20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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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S P E C I A L

別

觀

P R O G R A M

光

透過充滿生氣的南國活力拓展視野
在位於日本最南端有著濃郁南國氛圍的沖繩度過悠閒美好的時光，可以在 MICE
舉辦地加深對沖繩獨有的自然和文化習慣的理解，能夠滿足對知識好奇心的體驗
項目︒這個活動項目可以利用逗留時間，個人能參加會前※1／會議結束後 ※2
MICE︒

※1 指會議之前進入舉辦城市進行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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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會議結束後進行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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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p!
u
由專門導遊帶領巡遊珊瑚礁堆積而成的石灰岩地帶
展現的鐘乳洞倒塌後形成的自然豐富的山谷︒

體驗神秘的大自然

「Gangala 山谷導遊」
2008年 8月， 對外開放預訂制導遊專用區「Gangala山谷」︒可以體驗由專門導遊帶領徒步
穿行亞熱帶的自然豐富的山谷森林︒巡遊從懸崖上垂落下的無數樹根的大樹「大主榕樹」、
數百年前成為信奉對象的洞窟「珍珍洞」︑尋找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的痕跡， 現在仍在挖掘調
查中的洞窟等︒2016年， 從巡遊的起點天然鐘乳洞「洞窟咖啡館」發現了世界最古的約 2萬
3千年前的魚鉤︒山谷面積相當於約 1個東京巨蛋球場， 巡遊步行距離約 1公里︒雨天時使
用雨具， 照常實施巡遊活動 (遇到颱風等惡劣天氣時可能會中止 )︒對團體遊客根據人數設
定分批的開始時間(有派對利用者限定之特別方案)︒
●參加人數：1名～ 500名(團體時，分為約30名一組配1名導遊，錯開時間出發)
●所需時間：約80分鐘
口：株式會社南都 Gangala山谷
●窗
Ⓐ沖繩縣南城市玉城字前川202
Ⓦhttp://www.gangala.com/
Ⓣ098-948-4192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1,700日圓 (含稅) ※20名以上的費用／需要事先預訂
●費
●對應語言：英文︑繁體︑簡體︑韓文(備有旅遊手冊)
通：從那霸機場約30分鐘車程／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5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60分鐘車程／從萬國津梁館約6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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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系專用的背帶（安全帶）在樹與樹之間穿梭的空中移動
在歐洲十分流行的森林冒險設施︒

「森林空中體驗」

特 別 観 光

在自然共生型生態公園體驗學習

04

可以觀望大海的絕佳景點的森林中，身系專用的背帶（安全帶）在樹與樹之間穿梭的空中移動的森林冒險設施︒這
項娛樂活動始於法國，2006年引進日本︒森林的空中體驗，可以幫助您掌握自我確認︑對安全的意識︑遵守規則
的重要性，自然環境的結構等各種知識︒作為設施特徵，為了促進樹木的生長採取疏伐，採伐雜草，除去病樹等措
施，讓更多的陽光射入森林等，這是一座保護和利用森林的自然共生型生態公園︒您可以再次體驗一下孩時爬樹
時既興奮又忐忑不安的感覺︒我們可以根據您的要求安排調整體驗學習項目︒

●參加人數：30名(預訂時可以商談及調整)
●所需時間：約2小時
口：森林冒險 IN 恩納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真榮田1525
Ⓦhttp://www.forest-adventure-onna.jp
Ⓣ098-963-0088 Ⓕ098-963-0087
●營業時間：8:30 ～ 17:00 ／休息日：週三
用：1名3,600日圓 (含稅) ※團體時可從通常費用1名3,600日圓中打折500日圓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6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3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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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琉染才能體驗的人氣染色
可以體驗世界獨一無二的自創染物作品︒

學習用珊瑚染色的技術

「手染體驗」
珊瑚染色， 採用琉染獨創的染色手法， 利用變成化石的珊瑚， 從 T恤︑包袱巾︑手提包等多數用品中選擇布料進
行染色， 無論小孩︑大人， 不問年齡︑年代都可以在此體驗染色的樂趣︒備有 3種紅型花樣的麻布料︒使用筆來
染色︒來本店時， 店員會向您詳細介紹紅型染工序流程， 即使是第一次的客人也可以放心體驗︒完成的作品當天
可以帶回， 自己在家裡進行最後工序的「水洗」和「定色」作業︒※無論是誰都可以簡單地完成在家的水洗等工序。
本店還提供作業說明書， 請參考說明書進行作業︒世界獨一無二的自創染色的作品， 可作為禮品贈送給您的親朋
好友︒讓它成為對沖繩旅遊的美好回憶︒

●參加人數：40名
●所需時間：約30分鐘～約40分鐘
口：首里 琉染
●窗
Ⓐ沖繩縣那霸市首里山川町1-54
Ⓦhttp://www.shuri-ryusen.com/
Ⓣ098-886-1131 Ⓕ098-887-3125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小孩1名2,700日圓︑大人1名3,240日圓 (含稅) ※含材料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3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2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4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55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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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日本最美之海的宮古島海灘，
可以讓人重新感受到大海之美︒

「港灣船遊」

特 別 観 光

海風吹拂，全身感受沖繩之美

04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可以同時享受眺望海上和海中景觀的樂趣︒宮古島的真太陽照射，將光彩閃亮碧綠的
大海︑連接離島的大橋…以及街道燈光…讓船窗外的景色更加引人注目的豪華的內裝飾︑觀賞海水中休息室的娛
樂性，一定會感受到以前所沒有的新的驚嘆和感動︒主港口是平良港，作為可以體感宮古島海魅力的新景點，
「Mont Blanc」向您介紹編寫美好回憶的一頁和宮古島的碧綠世界。

●參加人數：早上 最多150名︑白天和晚上 最多60名
●所需時間：早上9:00～10:20︑白天12:30～14:00︑晚上4月～9月 18:00～20:30／10月～3月 17:00～19:30
口：HAYATE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窗
Ⓐ沖繩縣宮古島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 (候船站)2樓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0980-72-6641 Ⓕ0980-79-0408
●營業時間：8: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早上 1名3,000日圓︑白天 1名4,000日圓︑晚上 1名6,500日圓(含稅)
●費
●對應語言：英文
通：從宮古機場約15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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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日本最美之海的宮古島海灘，
可以讓人重新感受到大海之美︒

前往夢幻大陸八重干瀨的海中散步

「船遊之旅」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可以同時享受眺望海上和海中景觀的樂趣︒八重干瀨
平時位於海面下，大潮時露出海面︒特別是，從春天到夏天的大潮退潮時會呈現出
幾個大礁，因此被稱為「夢幻大陸」的八重干瀨︒預定4月～7月中每月舉辦二次，8
月舉辦一次。

●參加人數：最多100名以內
●所需時間：約4小時
口：HAYATE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窗
Ⓐ沖繩縣宮古島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 (候船站)2樓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0980-72-6641 Ⓕ0980-79-0408
●營業時間：8:00 ～ 18:00 ／休息日：期間限定 ※請諮詢
用：1名10,000日圓 (含稅)
●費
通：從宮古機場約15分鐘車程
●交

將分佈在島內的能源設施分成 4 個區，
可以一邊巡遊一邊參觀新能源設施︒

提高構建循環型社會的意識

「生態島宮古島視察之旅」
宮古島市於2008年3月31日發佈「生態島宣言」
，面向「環保世紀」，實現與自然共生，
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和能源的官民共同經典城市的目標︒透過參觀由民間企業引進
的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甘蔗渣發電︑乙醇 E3的製造等設施以及產︑學︑官合
作打造的設施，可以幫助您學習瞭解保護環境的方法，提高構建循環型社會的意識，
這項視察旅遊深受企業︑教育機關等的歡迎︒

●參加人數：2名～ 20名以內
●所需時間：約3小時～約6小時
口：宮古島旅俱樂部
●窗
Ⓐ沖繩縣宮古島市平良字松原840
Ⓦhttp://miyatabi.com/
Ⓣ0980-75-4380 Ⓕ0980-75-4382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每次需要報價
●費
通：從宮古機場約10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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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學做和品嚐沖繩傳統點心和
家庭風味的 Chanpuru( 沖繩雜炒 ) 料理︒

「學做沖繩家庭料理體驗」

特 別 観 光

與當地的媽媽們交流學做沖繩料理

04

您不想在這裡學習烹調和品嚐沖繩傳統點心和家庭風味的沖繩雜炒料理嗎？恩納
村的媽媽們會親切熱情地教您學做沖繩料理。您可以將教材帶回在家裡嘗試一下。
順便說一下，Chanpuru(沖繩雜炒)是沖繩方言，是指將「各種食材混在一起」的意思。
1.菜單的說明 2.烹調實習 3.配膳 4.聚餐 5.收拾整理
《料理例》豬排骨肉湯︑炒苦瓜豆腐︑海蘊天婦羅︑海葡萄︑油味噌︑白米

●參加人數：5名～ 30名
●所需時間：約3小時(含用餐時間)
口：一般社團法人恩納村旅遊協會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098-966-2892
●營業時間：8:30 ～ 17:30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年底年初(有關預訂者不在此限)
用：1名3,000日圓 (不含稅)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7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1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由一般財團法人沖繩觀光會議局舉辦的導遊培訓講座結業者
志願為設立的觀光︑和平導遊專家提供的項目︒

心中祈願世界和平的

「和平學習之旅」
透過參觀本島南部的洞窟等沖繩戰的戰蹟進行和平學習。可以參觀和平祈禱公園內
設置刻有沖繩戰中死難者姓名的「和平紀念碑」︑「荒崎海岸」，還有慰靈塔等。可由
家族︑職場︑地區的婦女會等對 1名～40名團體提供導遊服務︒另外，還可以提供
隨同巴士半日～一日的導遊服務︒除了參觀戰蹟外，還可以參觀美軍基地。

●參加人數：最多40名(隨同導遊人1名)
●所需時間：約1小時(9:00～18:00以內可以對應)
口：沖繩縣觀光志願者導遊 友之會
●窗
Ⓐ沖繩縣豐見城市豐見城236
Ⓣ098-856-6441 Ⓕ098-856-6565
手機：090-1179-0002（9:00 ～ 21:00無休）
●受理時間：11:00 ～ 17:00 ／休息日：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用：1名～ 40名5,000日圓 (含稅)
●費
※還設有半日以上(1名～ 40名10,000日圓)的行程。
通：從那霸機場約3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3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5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60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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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鮮艷染物「琉球紅型」感受琉球文化︒

透過傳統染色技術體驗琉球文化

「杯墊、手提包紅型手染」
紅型染色，是以沖繩為代表的傳統染色技法之一︒「紅」指所有顏色，
「型」是指各種
花樣︒本體驗是在已繪有被稱為印花紋的花樣染物上進行，所以直接從塗色開始。
塗色後放置 3天再清洗，最後的成品是在家裡完成︒所有體驗都是在職人的指導和
幫助下進行，盡可放心的享受染色體驗的樂趣︒

●參加人數：1名～ 40名
●所需時間：約1小時
口：那霸市傳統工藝館
●窗
Ⓐ沖繩縣那霸市牧志3-2-10 TENBUSU那霸2樓
Ⓦhttp://kogeikan.jp/
Ⓣ098-868-7866 Ⓕ098-868-3005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1,540日圓～ 3,240日圓 (含稅)
●費
當天可以帶回，3天後在家裡將染物上的漿糊沖洗乾淨即告完成。
通：從那霸機場約2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2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4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60分鐘車程

透過體驗自古以來傳承下來的「染色」技術，
瞭解沖繩的傳統文化︒

學習八重山地區的傳統技法

「草木手染體驗」
製造和銷售八重山高級布︑花紋織棉帶等八重山地區的傳統手織工藝品的石垣島的
工作坊︒可以在這裡購買手提包︑小飾品，還可以體驗用藍︑福木︑紅露等的染料
將手絹染色的項目︒您不想體驗一下自古以來與生活密切相關的
「染色」技術以及在
自然豐富的南島上體驗編織女性心靈的花樣織物嗎？(還可提供含午餐的行程)

●參加人數：2名～ (需要電話預訂) ※人數多時需要事先商談
●所需時間：約40分鐘
口：MINE屋手織工作坊
●窗
Ⓐ沖繩縣石垣市新川1129-2(沿著名藏灣體驗之路)
Ⓦhttp://www.mineya.com/
Ⓣ0980-83-0039 Ⓕ0980-83-3485
●營業時間：9:30 ～ 18:3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1,500日圓(含稅) ～ ※有各種菜單
●費
※染色和手工織物半日體驗(1名5,000日圓～ 15,000日圓) (含稅)
※短時體驗(手工織物) 1,000日圓 (含稅) ～ ※還有各種半日行程
通：從石垣機場約25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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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驗學習琉球料理，接觸沖繩的食材和試吃，
可以學習沖繩的食文化以及獨特的烹調方法的項目︒

「琉球料理體驗」

特 別 観 光

學習沖繩特有的食文化

04

沖繩縣有很多深受國內外矚目的琉球料理︒旅遊中大家可以體驗學習各家庭繼承的傳
統琉球料理，透過接觸沖繩固有的食文化，享受充實而有意義的沖繩旅遊的樂趣︒
1.公開示演(5品) 2.分組烹調實習(2品) 3.試吃 4.收拾整理後結束※菜單可商談︒

●參加人數：20名～ 60名
●所需時間：約3小時
口：松本料理學院
●窗
Ⓐ沖繩縣那霸市泉崎1-9-13
Ⓦhttp://matucook.sakura.ne.jp/
Ⓣ098-861-0763 Ⓕ098-861-5163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週日、國定假日
用：1名4,500日圓～ 6,500日圓 (含稅) ※需要準備：圍裙︑筆記用具
●費
通：從那霸機場約15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25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50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60分鐘車程

熱誠傳述蘊藏著南島浪漫之情的織物
可以體驗「八重山織棉帶」︒

飽含真情製做的手工織物

「手工織物體驗」
「八重山織棉帶」
，素材採用木棉，結構為平織，織布的產地是石垣市和竹富町︒其最
大的特點，在五個和四個的飛白花紋上傾注了
「無論何時(五個)一生一世的(四個)永遠
愛」的心願︒可以區分帶產品和加工品， 生產各種貴賓用的時裝類︑裝飾類等產品， 製
做根植於現代生活中的各種產品︒
《手工織物體驗課程》A課程 杯墊
（約11cm×14cm）
︑B課程 台心布(小)
（約20cm×36cm）
︑
C課程 台心布(大)
（約28cm×42cm）
︑D課程 掛毯
（約39cm×90cm）

●參加人數：1名～ (需要事先商談)
●所需時間：約20分鐘～約90分鐘
口：AZAMI屋 織棉帶工藝館
●窗
Ⓐ沖繩縣石垣市登野城909
Ⓦhttp://www.minsah.co.jp
Ⓣ0980-82-3473 Ⓕ0980-83-4066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1,500日圓～ 3,500日圓 (含稅)
●費
通：從石垣機場約25分鐘車程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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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垣燒窯戶的體驗陶藝教室，不問年齡，從小孩到大人
都可以來此體驗學習，該陶藝體驗教室在石垣島很有人氣︒

製做以沖繩海為形象的陶器

「石垣燒窯戶體驗」
石垣燒，是一種在以沖繩海「石垣藍」表現的自然髮色的藍玻璃和黑底銀斑點融合了
美麗的天目釉的珍奇陶器。
〔團體體驗陶藝課程〕公司組織的員工旅遊或活動小組等多數團體參加時，請利用團
體體驗陶藝教室︒15名以上的團隊參加團體體驗時，需要另外商談︒

●參加人數：1名～ 120名
●所需時間：石垣燒課程約60分鐘／獅子課程約90分鐘／團體體驗陶藝課程約60分鐘和約90分鐘
口：一般社團法人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窗
Ⓐ沖繩縣石垣市濱崎町1-1-4-1樓
營：石垣燒窯戶
●運
Ⓐ沖繩縣石垣市名藏1356-71
Ⓦhttp://www.ishigaki-yaki.com/
Ⓣ0980-88-8722 Ⓕ0980-88-8180
●營業時間：9:00 ～ 18:00 ／休息日：年中無休(體驗陶藝教室受理截止到16:00)
用：1名4,500日圓(含稅) ／需要預訂
●費
●對應語言：英文
通：從石垣機場約25分鐘車程
●交
從離島候船站約20分鐘

感受利用再生玻璃製作的沖繩特色的玻璃文化，
可以體驗現在的工藝技術︒

接觸沖繩的歷史與藝術

「吹製玻璃體驗」
在其它地方也有體驗製作琉球玻璃的設施，恩納玻璃的體驗內容，在製作人員的幫
助下，客人可以自己動手完成從捲繞玻璃︑塗色到成品的全部工序︒為了製作能留
下旅遊的美好回憶的作品，如果由製作人員製作，就會減少對玻璃製作的回憶的情
趣，為了盡量能讓客人參加多道工序的作業我們做好充分準備︒可以從 300多種的
顏色和形狀的組合中挑選︒
接受作品／第二天上午10點以後或郵寄(只限日本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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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數：3名～ 40名 ※因一人所需時間較短︑可以輪換。
●所需時間：■逗留時間：團體遊客1小時 ■體驗時間／5～10分鐘
※根據製作內容時間及工序而不同。
口：恩納玻璃工作坊
●窗
Ⓐ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冨着85
Ⓦhttp://www.onna-glass-okinawa.co.jp/
Ⓣ098-965-3090
●營業時間：8:00 ～ 21:30 ／休息日：年中無休
用：1名1,500日圓 (不含稅) ～
●費
●對應語言：英文︑中文
通：從那霸機場約60分鐘車程
●交
從沖繩會議中心約40分鐘車程
從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約5分鐘車程
從萬國津梁館約20分鐘車程

久米島絲綢，是一種將從蠶繭抽取的絲棉織成絲線作為原料絲，
可以體驗由一名織布女工全部用手工進行織布作業的重要文化遺產︒

「絲綢發祥地的織物體驗」

特 別 観 光

編織歷史，感受每個人的紡紗織布的心願

04

Yuimaru(相互協助 )館是，久米島絲綢 (國家指定的重要無形文化遺產 )的資料館和
人材培養設施︒可以體驗機織及染物，還可以參觀整個作業情景︒參觀傳統織物
「久米島絲綢」的製造工序，可以使用織布機製作杯墊︒

●參加人數：輪換織布機體驗和資料館參觀 一次8名以內(根據織布機台數)
●所需時間：約30分鐘
口：久米島撚線綢事業協同組合
●窗
Ⓐ沖繩縣島尻郡久米島町字真謝1878-1
Ⓦhttp://www.kume-tumugi.com/page16.html
Ⓣ098-985-8333
Ⓕ098-985-8970
●營業時間：9:00 ～ 17:00 ／休息日：元旦︑農曆1月16日︑農曆盂蘭盆節︑街道產業節
用：入場費1名 大人200日圓／小孩(中學生以下)100日圓 (含稅)
●費
體驗費1名 杯墊織物2,100日圓 (小孩打折200日圓) (含稅)
通：從久米島機場約30分鐘
●交

可以體驗捲繞熔化後的玻璃坯並吹氣使其膨脹，
或者擴展杯口︑吹製玻璃的各道工序︒

使用美麗的琉球玻璃吹製自創玻璃杯

「吹製玻璃體驗」
在石垣島可以體驗吹製琉球玻璃︒本項目可以幫助您學做使用艷彩的琉球玻璃吹
製自創玻璃杯的工序︒吹氣使其膨脹成就像氣球一樣的形狀， 製作世界上獨一無
二的自創玻璃杯︒誰都可以簡單的製作自創玻璃杯︒推薦將自創的玻璃杯用作沖
繩旅遊紀念，或作為禮品送給友人︑家屬︒

●參加人數：1名～ 10名
●所需時間：約10分鐘～約15分鐘
口：一般社團法人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窗
Ⓐ沖繩縣石垣市濱崎町1-1-4-1樓
營：玻璃島
●運
Ⓐ沖繩縣石垣市平得178番地
Ⓦhttp://www.glass-island.com/
Ⓣ0980-83-1260
●營業時間：10:00 ～ 17:00 ／休息日：週日
用：1名2,000日圓 (含稅)
●費
通：從石垣機場約20 ～ 30分鐘車程(沿著國道390號線)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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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 ) 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運營：玻璃島
吹製玻璃體驗

第37頁

從那霸機場乘飛機約60分鐘
HAYATE(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港灣船遊
船遊之旅

第32頁

( 一社 ) 宮古島觀光協會

第33頁

運營：雪鹽博物館
參觀雪鹽博物館

第21頁

宮古島旅俱樂部

生態島宮古島視察之旅

第33頁

伊良部島
下地島

宮古機場
伊良部漁業協同組合

宮

古

島

松本料理學院

琉球料理體驗

第36頁

宮古島市

沖繩空手道會館

傳統空手道文化體驗

從那霸機場乘飛機約5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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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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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戶岬

屋我地 ECO TOUR NETWORK

自然觀察與皮划艇體驗

第15頁
國頭村

伊

江

島

大宜味村
今歸仁村

本部町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EISA太鼓舞體驗

東村

第6頁

收割甘蔗＆製作黑糖 第10頁
划龍舟比賽體驗 第12頁
三線體驗

第34頁

划龍舟體驗

冒險訓練

FUKAKISABANI

( 公財 ) 名護市旅遊協會

第20頁

學做沖繩家庭料理體驗

杜鵑花 Eco Park( 東村故鄉振興株式會社 )

名護市

Sabani帆船＆競賽體驗

第5頁

山原自然體驗學校

萬國津梁館

皮划艇體驗和觀察紅樹林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 OIST

第21頁

ECONET 美

智慧學校
恩納玻璃工作坊

吹製玻璃體驗

第13頁

第12頁

第7頁

宜野座村

第37頁

恩納村

金武町

自然未來館

森林冒險 IN 恩納

森林空中體驗

紅樹林皮划艇體驗

第30頁

第20頁

神村酒造

泡盛酒廠參觀 第16頁
泡盛職人仕酒體驗 第22頁
讀谷村

東南植物樂園

綠色奧運會
沖繩市

嘉手納町

第11頁

宇流麻市

北谷町

運送服務項目
株式會社 DMC 沖繩

沖繩會議中心

北中城村

海灘奧運會

宜野灣市

浦添市

杯墊︑手提包紅型手染

中城村

手染體驗

第35頁

第31頁

沖繩空手道體驗

第17頁

跨海自行車體驗

第18頁

視察產業

首里

那霸機場

( 一社 ) 南城市觀光協會

與那原町

划龍舟體驗

南風原町

沖繩縣觀光志願者
導遊 友之會

淨灘活動

第9頁

第22頁

贈給偏鄉學校的音樂禮物
那霸市

第8頁

Amazing Race In NAHA City

首里 琉染
西原町

第4頁

Making Okinawan Music

那霸市傳統工藝館

第26頁

第27頁

第13頁

豐見城市

南城市

和平學習之旅
第34頁
八重瀨町

糸滿市

株式會社南都 Gangala 山谷

Gangala山谷導遊

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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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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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設施及各項目一覽表
分類

TEAM BUILDING
EXCURSION
CS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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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設施名稱

人

數

所需時間

海灘奧運會

株式會社 DMC 沖繩

無限制

需要商量

划龍舟體驗

( 公財 ) 名護市旅遊協會

50 名～ 300 名

約2～6小時

EISA 太鼓舞體驗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5名～40名(有表演裝)
(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 5名～80名(無表演裝)

約2小時

費

用

話

頁數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04

1名5,000日圓(含稅)
※50名～100名的費用／需要預訂

0980-53-7755

05

1名2,100日圓(有表演裝) (不含稅)
1名1,800日圓(無表演裝) (不含稅)

098-966-2893

06

0980-55-8077

07

一日遊行程1名8,600日圓(含稅)

電

智慧學校

ECONET 美

1 名～ 45 名以內

約7～8小時

Making Okinawan Music

株式會社 DMC 沖繩

20 名～最多 400 名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08

Amazing Race In NAHA City

株式會社 DMC 沖繩

無限制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09

收割甘蔗和製作黑糖

沖繩體驗 Niraikanai

20 名～ 120 名

約2～3小時

1名2,500日圓(含稅)

098-964-1616

10

綠色奧運會

東南植物樂園

20 名～ 150 名

約2～3小時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39-2555

11

收割甘蔗＆製作黑糖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10 名～ 60 名
(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

約2～2小時30分鐘

1名1,800日圓(不含稅)

098-966-2893

11

划龍舟比賽體驗

80名～／2隻(80名～約100名)︑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約3小時～
(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 3隻（101名～）

2隻232,000日圓(不含稅)
3隻312,000日圓 (不含稅)

098-966-2893

12

Sabani 帆船＆競賽體驗

FUKAKISABANI

10 名～ 100 名

約5小時

1名9,000日圓 (不含稅)

098-988-3821

12

划龍舟體驗

(一社)南城市觀光協會

1組30名～100名

約3小時

1名2,500日圓 (含稅) ～

098-948-4611

13

冒險訓練

杜鵑花Eco Park
(東村故鄉振興株式會社)

10 名～ 80 名

約8小時(一日)
約4小時(半日)

1名5,100日圓 (一日)
1名4,100日圓 (半日)(含稅)

0980-43-3300

13

自然觀察與皮划艇體驗

屋我地ECO TOUR NETWORK

20 名～ 80 名以內

約3小時30分鐘

1名4,000日圓 (含稅)
※團體費

090-1942-2882

15

泡盛酒廠參觀

有限會社神村酒造

1 名～ 25 名以內

約40分鐘

入場免費／需要預訂

098-964-7628

16

沖繩空手道體驗

株式會社DMC沖繩

無限制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17

跨海自行車體驗

株式會社DMC沖繩

30名～80名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18

傳統空手道文化體驗

沖繩空手道會館

需要商量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851-1025

19

紅樹林皮划艇體驗

自然未來館

10 名～ 120 名

約2小時

大人1名5,300日圓(不含稅)～

098-968-6117

20

三線體驗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5名～40名
(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

約2小時

1名1,800日圓 (不含稅)

098-966-2893

20

皮划艇體驗和觀察紅樹林

山原自然體驗學校

20 名～ 120 名以內

約3小時
(半日行程)

1名4,000日圓 (含稅)

0980-43-2571

21

參觀雪鹽博物館

(一社)宮古島觀光協會

1 名～ 40 名／需要預訂

約15〜20分鐘

免費

0980-72-5667

泡盛職人仕酒體驗

有限會社神村酒造

無限制

按照派對時間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64-7628

22

視察產業

株式會社DMC沖繩

需要商量

半日項目︑
全日項目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22

水和綠色的自然教室

久米島螢火蟲會

60 名 ( 每組 3 名～ 8 名 )

約2小時

1名2,500日圓 (3名～34名)
080-6490-3850
1名2,000日圓 (35名～60名) (含稅)

24

夜間生物觀察會

久米島螢火蟲會

60 名 ( 每組 3 名～ 8 名 )

約1小時30分鐘

1名2,500日圓 (3名～34名)
080-6490-3850
1名2,000日圓 (35名～60名) (含稅)

25

贈給偏鄉學校的音樂禮物

株式會社DMC沖繩

無限制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26

淨灘活動

株式會社DMC沖繩

無限制

需要商量

根據委託內容報價

098-943-6642

27

淨灘活動

久米島螢火蟲會

100名(每組3名～8名)

約2小時

1名1,000日圓(含稅)

080-6490-3850

27

※還有住宿行程
※設有兒童和幼兒的收費價

※費用根據體驗人數而變動。

※10名以上的團體時4,000日圓 (不含稅)

（雪鹽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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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名稱

設施名稱

Gangala 山谷導遊

株式會社南都 Gangala 山谷

森林空中體驗

森林冒險 IN 恩納

手染體驗

首里 琉染

人

數

所需時間

費

用

電

話

頁數

098-948-4192

29

1名～500名

約80分鐘

1名1,700日圓 (含稅)
※20名以上的費用／需要事先預訂

30名

約2小時

1名3,600日圓 (含稅)
※團體時打折500日圓

098-963-0088

30

約30～40分鐘

小孩1名2,700日圓 (含稅)
大人1名3,240日圓 (含稅)

098-886-1131

31

早上 1名3,000日圓
白天 1名4,000日圓
晚上 1名6,500日圓 (含稅)

0980-72-6641

32

( 預訂時可以商談及調整 )

40名

SPECIAL PROGRAM

港灣船遊

HAYATE
早上 最多150名︑
(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白天和晚上 最多60名

早上9:00～10:20
白天12:30～14:00
晚上 18:00～20:30(4月～9月)
17:00～19:30(10月～3月)

船遊之旅

HAYATE
最多100名以內
(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約4小時

1名10,000日圓 (含稅)

0980-72-6641

33

生態島宮古島視察之旅

宮古島旅俱樂部

約3～6小時

每次需要報價

0980-75-4380

33

學做沖繩家庭料理體驗

( 一社 ) 恩納村旅遊協會
5名～30名
( 恩納村交流體驗學習中心內 )

(含用餐時間)

1名3,000日圓 (不含稅)

098-966-2893

34

和平學習之旅

沖繩縣觀光
志願者導遊 友之會

(隨同導遊人1名)

約1小時

1名～40名5,000日圓 (含稅)

(9:00～18:00以內)

※還設有半日以上(1名～40名10,000日圓)的行程。

098-856-6441

34

杯墊、手提包紅型手染

那霸市傳統工藝館

1名～40名

約1小時

1名1,540日圓～3,240日圓 (含稅)

098-868-7866

35

草木手染體驗

MINE 屋手織工作坊

(需要電話預訂)

約40分鐘

1名1,500日圓(含稅) ～

0980-83-0039

35

琉球料理體驗

松本料理學院

20名～60名

約3小時

1名4,500日圓～6,500日圓 (含稅)

098-861-0763

36

手工織物體驗

AZAMI 屋

約20～90分鐘

1名1,500日圓～3,500日圓 (含稅)

0980-82-3473

36

石垣燒窯戶體驗

( 一社 ) 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0980-88-8722
（石垣燒窯戶）

37

織棉帶工藝館

恩納玻璃工作坊

吹製玻璃體驗

2名～20名以內

約3小時

最多40名

2名～

1名～
(需要事先商談)

約60分鐘和約90分鐘

1名～120名

※根據課程變動。

1名4,500日圓(含稅)／需要預訂

逗留時間：
團體遊客1小時
1名1,500日圓 (不含稅)～
體驗時間／5～10分鐘

3名～40名

絲綢發祥地的織物體驗

久米島撚線綢事業協同組合

輪換織布機體驗和資料館參觀
一次8名以內(根據織布機台數)

約30分鐘

入場費1名 大人200日圓／小孩(中學生以下)100日圓 (含稅)
體驗費1名 杯墊織物2,100日圓
(小孩打折200日圓) (含稅)

吹製玻璃體驗

( 一社 ) 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1名～10名

約10～15分鐘

1名2,000日圓 (含稅)

098-965-3090

37

098-985-8333

38

0980-83-1260
（玻璃島）

38

觀光協會及觀光相關團體
稱

地址／網址

電

話

部

098-862-1442

一般社團法人
豐見城市觀光協會

豐見城市豐崎1-1162
http://www.tomigusuku-okinawa.jp/

一般社團法人
糸滿市觀光協會

名

稱

地址／網址

電

話

部

今歸仁村仲宗根230-2 今歸仁村社區中心1樓
http://www.nakijinson.jp

0980-56-1057

098-865-8766

NPO 法人
東村觀光推進協議會

東村平良471-24
http://higashi-kanko.jp/

0980-51-2655

糸滿市西崎4-20-4
http://www.okinawa-itoman.jp/

098-840-3100

渡嘉敷村商工會

渡嘉敷村渡嘉敷346
http://www.tokashiki.or.jp/

098-987-2430

一般社團法人
南風原町觀光協會

南風原町本部158
http://www.haebaru-kankou.jp/

098-851-7273

一般社團法人
座間味村觀光協會

座間味村座間味95 座間味村離島振興綜合中心2樓
http://www.vill.zamami.okinawa.jp/

098-987-2277

一般社團法人
南城市觀光協會

南城市知念久手堅541（GANJU站南城內）
http://okinawa-nanjo.jp/

098-948-4611

一般社團法人
粟國村觀光協會

粟國村東1142
http://aguni-kankou.jp/

098-896-5151

浦添市觀光協會

浦添市勢理客4-13-1（浦添市產業振興中心結之街4樓）
http://www.urasoenavi.jp/

098-874-0145

一般社團法人
久米島町觀光協會

久米島町仲泊966-33 AJIMA館內
http://www.kanko-kumejima.com

098-896-7010

一般社團法人
宜野灣市觀光振興協會

宜野灣市宇地泊558-18 宜野灣BAYSIDE情報中心1樓
http://www.mensore-ginowan.net/

098-897-2764

一般社團法人
伊江島觀光協會

伊江村川平519-3
http://www.iekanko.jp/

0980-49-3519

一般社團法人
北谷町觀光協會

北谷町美濱16-2
http://www.chatan.or.jp/

098-926-5678

一般社團法人
伊是名島觀光協會

伊是名村仲田177-7
http://www.izena-kanko.jp/index.jsp

0980-45-2435

一般社團法人
沖繩市觀光物產振興協會

沖繩市上地1-1-1 KOZA MUSIC TOWN 105-1
http://www.kozaweb.jp/

098-989-5566

伊平屋島觀光協會

伊平屋村我喜屋217-27
http://www.iheyazima-kankou.jp

0980-46-2526

南大東村舊東258
http://www.borodino.okinawa.jp

09802-2-2053

本島週邊離島

中

一般社團法人
今歸仁村觀光協會

部

南

那霸市牧志3-2-10 Tenbusu那霸3樓
http://www.naha-navi.or.jp/

北

那霸

名

一般社團法人
那霸市觀光協會

098-978-0077

一般社團法人
讀谷村觀光協會

讀谷村喜納2346-11 讀谷村地域振興中心1樓
http://www.yomitan-kankou.jp

098-958-6494

一般社團法人
宮古島觀光協會

宮古島市平良西里187-2
http://www.miyako-guide.net/

0980-73-1881

一般社團法人
恩納村旅遊協會

恩納村恩納5973
http://www.onnaweek.jp/

098-966-2893

伊良部觀光協會

宮古島市伊良部前里添4

0980-78-5611

一般社團法人
金武町觀光協會

金武町金武4086-1
http://kintowntourist.com/wordpress/

098-989-5674

多良間村觀光協會

多良間村鹽川18
（夢PATIO多良間館內）

0980-79-2828

一般社團法人
宜野座村觀光協會

宜野座村松田78
http://ginozanavi.com/

098-968-8787

一般社團法人
石垣市觀光交流協會

石垣市濱崎1-1-4 石垣市商工會館1樓
http://www.yaeyama.or.jp

0980-82-2809

公益財團法人
名護市旅遊協會

名護市大中1-19-24
http://kanko.city.nago.okinawa.jp/

0980-53-7755

竹富町觀光協會

石垣市美崎1-5 2樓
http://www.painusima.com/

0980-82-5445

一般社團法人
本部町觀光協會

本部町大濱881-1
http://www.motobu-ka.com/

0980-47-3641

與那國町觀光協會

與那國町與那國437-17

0980-87-2402

古

部

宇流麻市與那城屋平4
http://uruma-ru.jp/

宮

北

一般社團法人
宇流麻市觀光物產協會

一般社團法人
南大東村觀光協會

八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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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PROGRAM

CSR PROGRAM

EXCURSION

TEAM BUILDING

MICE 體驗項目導覽手冊
MICE Experience Program Guide Book
Okinawa, JAPAN

沖繩縣
沖繩縣文化觀光體育部觀光整備課

一般財團法人沖繩觀光會議局（OCVB）總公司

郵遞區號 900-8570 沖繩縣那霸市泉崎 1-2-2
電話：098-866-2077 傳真：098-866-2765

郵遞區號 901-0152 沖繩縣那霸市字小祿 1831-1
電話：098-859-6130 傳真：098-859-6222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Division
邮编 900-8570 冲绳县那霸市泉崎 1-2-2
电话：098-866-2077 传真：098-866-2765

OCVB Head oﬃce
Okinawa industrial support center 2nd Floor,1831-1 Oroku,Naha City,Okinawa 901-0152
TEL : +81-98-859-6130 FAX : +81-98-859-6222

http://www.pref.okinawa.jp/

http://www.ocvb.or.jp/

http://www.pref.okinawa.jp/site/chijiko/kohokoryu/foreign/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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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cvb.or.jp/foreign/en

沖繩產業支援中心 2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