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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绳享受
“欢欣雀跃”的乐趣！
即便是商务旅游，

如果您的目的地是冲绳，那一定会感受到自己好像是在休假!

在洋溢着南国度假村氛围中，

参加者，主办方，

无论是利用工作还是自由时间，皆可共享欢欣雀跃的冲绳MICE

共享激情乐趣的是冲绳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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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激情乐趣的是冲绳MICE。

MICE   OKINAWAIN

在拥有世界遗产、文化设施、自

然景观等非日常性特殊感的场

所举行各种活动、派对，光是这

些就能给人带来很多惊奇和感

动。但是，在冲绳的MICE还可以

享受具有特殊感场所＋α的体

验以及喜悦、乐趣。无论是在硬

件还是软件方面都是以历史、文

化、自然为主体，开展“特别会

场”＋“一流度假酒店的服务”、

“传统艺术”、“文化体验”、“异国

文化”、“环保活动”、“娱乐活动”

等的各种活动项目。通过各种不

同的组合，可以在充满冲绳情趣

中渡过充实而有趣的时间。冲绳

县为在特别会场举行激情MICE

活动提供支援。

具有特殊感的场所＋α的“欢欣雀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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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胜连城遗迹是琉球王朝最古老的城堡之遗迹。在雄伟的城墙前举办正
规的晚餐会。当表彰者、代表者等主角们从城堡上部利用缓坡石阶入场时，就像
威严的国王和幻想之美景，将会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此外，通过由当地的中学和
高中生表演的描述胜连城最后一位城主半生的冲绳版音乐舞剧、歌曲、舞蹈的正
宗传统文化，重现琉球王朝时代款待宾客的情景。

让人追忆王朝时代
震撼人心的精彩演出方案

以世界遗产为舞台
表演传统艺术
感受最高级琉球式款待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世界遗产 胜连城遗迹

接 受 方 的 心 声

精彩点！

由当地的中学和高中生表演的冲绳
版音乐舞剧“肝高的阿麻和利”非常
精彩，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感动得催
人泪下。请您务必观赏在穿越时空
的城前表演的历史传说舞剧。

宇流麻市
观光物产协会

町田 佳子女士

具有重大价值的世界遗产无疑会将派
对活动的特殊感气氛推向高潮，在非日
常空间举办的活动，会让参加者们的交
流更加火热，而这一切会给您留下难以
忘却的记忆。派对活动前可以先参观城
迹或从高台眺望四周景观，在日落后的
灯光通明的城墙前，让人沉浸于弥漫着

幻想氛围中享受派对活动之情趣。除了
提供正规晚餐外，还有立食便餐、摊子
等各种风格不同的餐食。此外，根据客
人的预算，采用立体映射技术将企业标
志投影在世界遗产上等演出，使士气更
加高涨。

1 2 3

当地中学和高中生表演的“肝高的
阿麻和利”舞剧已被列入日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协会联盟第一届项目未来
遗产。

1

提供全套西餐料理、自助餐、鸡尾
酒会。如有其它要求时请咨询我们。
2

可以安排客人观赏以城墙为背景的
冲绳传统的EISA太鼓舞、琉球舞蹈、
狮子舞以及民谣等很多舞蹈表演。

3

迄今为止的实例①　MICE×传统艺术

适合举办表彰激励晚餐会的项目。由冲绳县内有名
酒店的厨师烹制的胜连城遗迹MICE特别菜单。一
边品尝美味可口的全套西餐料理，一边欣赏传统文
化的舞剧表演。这是一个华丽而高规格的晚餐会。

迄今为止的实例②　MICE×音乐会

用作举行“世界年轻人冲绳县民大会”的最后欢聚
会场。在灯火通明的城墙前的舞台，表演当地的传
统艺术以及由多名歌手分别登台热唱，气氛火爆。
播放大音量的舞曲还可使会场成为舞池，由打破国
界、语言障碍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共享欢乐。

豪华的正规晚餐会方案

室外音乐会会场
城迹节也深受好评

宇流麻市胜连南风原3908

098-978-7373

【地　　点】

【电　　话】

098-978-7373

9:00～21:00

无

座席200名、立食约500名

http://katsurenmice.jp/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世界年轻人冲绳县民大会
　最后欢聚
●各种活动后的派对活动

实例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〇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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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牛场

充满临场感的斗牛场
可以自由调整会场布局的

巨蛋型格斗场COLOSSEUM

充满临场感的斗牛场
可以自由调整会场布局的

巨蛋型格斗场COLOSSEUM

1 2 3

冲绳的斗牛是指牛和牛的相斗。需
要观看作为MICE活动中一项精彩节目
的斗牛表演，请咨询我们。

1

便于安排会场设置，大小适中的巨
蛋型会场。最适合举办自由自在的活
动。

2

传统艺术的娱乐活动充实丰富。铿
锵有力的EISA太鼓舞，会将会场气氛
推向高潮。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简练的巨蛋型会场，适合举办受奖表
彰、展示会、音乐会、格斗比赛等的活动
会场。根据举办目的可以简单的安排会
场，让人感受巨蛋型会场特有的临场感
和整体感。在此可以尽情享受宇流麻市
盛行的EISA太鼓舞以及地区特色浓郁
的各种娱乐活动，在活动之余还可以体

验冲绳文化的乐趣。利用会场的特点，
可以设置祭节风格的摊子村或立食聚
酒会。由于会场靠近冲绳自动车道的出
入口，交通非常方便。

●国际企业的公司内表彰派对活动
●龙神之宴2016

实例

(石川多目的巨蛋)

冲绳斗牛的历史相当悠久。石川多目的巨蛋是冲绳县内独一无二的巨蛋型斗
牛场，深受人们的青睐。带屋顶全天候型，可容纳观众3,500名，360度的观
众席等，而且使用简便，可举办各种活动。作为精彩项目，有历史文化的讲演、
斗牛表演，纪念摄影等。此外，还可可以企划骑牛入场，红白战等。需要者请咨
询我们。

360度研钵状巨蛋型
最适合举办各种活动会场

宇流麻市石川2298-1

098-978-0077
(一般社团法人宇流麻市观光物产协会)

【地　　点】

【电　　话】

098-978-1177

需要商谈

需要商谈

3000名

http://www.city.uruma.lg.jp/iina/2394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福州园福州园

在重现中国文化洋溢异国情趣的空间
举行回游式庭园派对活动
在重现中国文化洋溢异国情趣的空间
举行回游式庭园派对活动

1 2 3

琉球王朝时代用来招待国宾的琉球
舞蹈。通过传统音乐及舞蹈重现了琉球
王朝时代盛情款待宾客的情景。

1

提供逛游中国风味小吃摊林立的
“琉华夜市”方案。使用冲绳食材的台
湾、中华风味的料理琳琅满目。

2

由小桥、瀑布、水池构成的景观是庭
园内最富有生气的。眺望满月之夜的美
景会让人惊叹不已。

3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是一个无论是整体的景观，还
是精雕细琢的建筑物都会让人赞
不绝口的美丽庭园。利用洋溢着
庭园情趣的环境，建议可在此举
行高雅的茶话会、赏月会、歌会、
音乐会等活动。

福州园

千住 直广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冲绳的斗牛与人有着很深的信赖
关系，大多数斗牛平时都很老实
听话。除了场所使用外，我们还想
提案一个通过与牛接触感受快乐
的活动。

宇流麻市观光物产协会

铃木 建太朗先生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2,600坪的福州园与那霸市的商业街毗
邻，拥有园内宽广和上街便利的优越条
件。使用福州市生产的石材、木材及砖
瓦，在当地匠人的指导下建成的正规的
中国庭园，尽情畅游冲绳后，可带着新
鲜感进行享乐的设施。中国乐器二胡的
演奏、表演琉球舞蹈等的传统艺术，可

以提供立食自助餐、利用摊子展现夜市
景象的“琉华夜市”的特色方案等，还可
提供各种饮食方案。利用整个回游式园
内可以自由安排，是一个可以享受各种
企划活动的会场。

●旅行公司主办 赏月会之旅
●招聘学会主办者关键人物
　视频派对活动
●超级月亮观赏会
●中秋赏月会
●春季音乐节

实例

作为友好关系的象征而建造的庭园。采用传统方法表现古代中国的雄伟自然
风景及建筑物，庭园内的季节树木及花草演绎出迷人的四季景观。身居冲绳
却能体验亦成为冲绳历史背景的古老美好的中国文化，感受穿越时空的乐
趣。利用宽广的园内，演出精心设计的派对活动。

与商业街毗邻的世外桃源
穿越时空的MICE空间

那霸市久米2-29-19

098-943-6078

【地　　点】

【电　　话】

098-943-6003

18:00～21:00

周三(周三为国定假日时改为第二天）

人数根据菜单而不同

https://www.naha-navi.or.jp/magazine/1419/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提供:宇流麻市

提供:宇流麻市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斗牛场

充满临场感的斗牛场
可以自由调整会场布局的

巨蛋型格斗场COLOSSEUM

充满临场感的斗牛场
可以自由调整会场布局的

巨蛋型格斗场COLOSSEUM

1 2 3

冲绳的斗牛是指牛和牛的相斗。需
要观看作为MICE活动中一项精彩节目
的斗牛表演，请咨询我们。

1

便于安排会场设置，大小适中的巨
蛋型会场。最适合举办自由自在的活
动。

2

传统艺术的娱乐活动充实丰富。铿
锵有力的EISA太鼓舞，会将会场气氛
推向高潮。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简练的巨蛋型会场，适合举办受奖表
彰、展示会、音乐会、格斗比赛等的活动
会场。根据举办目的可以简单的安排会
场，让人感受巨蛋型会场特有的临场感
和整体感。在此可以尽情享受宇流麻市
盛行的EISA太鼓舞以及地区特色浓郁
的各种娱乐活动，在活动之余还可以体

验冲绳文化的乐趣。利用会场的特点，
可以设置祭节风格的摊子村或立食聚
酒会。由于会场靠近冲绳自动车道的出
入口，交通非常方便。

●国际企业的公司内表彰派对活动
●龙神之宴2016

实例

(石川多目的巨蛋)

冲绳斗牛的历史相当悠久。石川多目的巨蛋是冲绳县内独一无二的巨蛋型斗
牛场，深受人们的青睐。带屋顶全天候型，可容纳观众3,500名，360度的观
众席等，而且使用简便，可举办各种活动。作为精彩项目，有历史文化的讲演、
斗牛表演，纪念摄影等。此外，还可可以企划骑牛入场，红白战等。需要者请咨
询我们。

360度研钵状巨蛋型
最适合举办各种活动会场

宇流麻市石川2298-1

098-978-0077
(一般社团法人宇流麻市观光物产协会)

【地　　点】

【电　　话】

098-978-1177

需要商谈

需要商谈

3000名

http://www.city.uruma.lg.jp/iina/2394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福州园福州园

在重现中国文化洋溢异国情趣的空间
举行回游式庭园派对活动
在重现中国文化洋溢异国情趣的空间
举行回游式庭园派对活动

1 2 3

琉球王朝时代用来招待国宾的琉球
舞蹈。通过传统音乐及舞蹈重现了琉球
王朝时代盛情款待宾客的情景。

1

提供逛游中国风味小吃摊林立的
“琉华夜市”方案。使用冲绳食材的台
湾、中华风味的料理琳琅满目。

2

由小桥、瀑布、水池构成的景观是庭
园内最富有生气的。眺望满月之夜的美
景会让人惊叹不已。

3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是一个无论是整体的景观，还
是精雕细琢的建筑物都会让人赞
不绝口的美丽庭园。利用洋溢着
庭园情趣的环境，建议可在此举
行高雅的茶话会、赏月会、歌会、
音乐会等活动。

福州园

千住 直广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冲绳的斗牛与人有着很深的信赖
关系，大多数斗牛平时都很老实
听话。除了场所使用外，我们还想
提案一个通过与牛接触感受快乐
的活动。

宇流麻市观光物产协会

铃木 建太朗先生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2,600坪的福州园与那霸市的商业街毗
邻，拥有园内宽广和上街便利的优越条
件。使用福州市生产的石材、木材及砖
瓦，在当地匠人的指导下建成的正规的
中国庭园，尽情畅游冲绳后，可带着新
鲜感进行享乐的设施。中国乐器二胡的
演奏、表演琉球舞蹈等的传统艺术，可

以提供立食自助餐、利用摊子展现夜市
景象的“琉华夜市”的特色方案等，还可
提供各种饮食方案。利用整个回游式园
内可以自由安排，是一个可以享受各种
企划活动的会场。

●旅行公司主办 赏月会之旅
●招聘学会主办者关键人物
　视频派对活动
●超级月亮观赏会
●中秋赏月会
●春季音乐节

实例

作为友好关系的象征而建造的庭园。采用传统方法表现古代中国的雄伟自然
风景及建筑物，庭园内的季节树木及花草演绎出迷人的四季景观。身居冲绳
却能体验亦成为冲绳历史背景的古老美好的中国文化，感受穿越时空的乐
趣。利用宽广的园内，演出精心设计的派对活动。

与商业街毗邻的世外桃源
穿越时空的MICE空间

那霸市久米2-29-19

098-943-6078

【地　　点】

【电　　话】

098-943-6003

18:00～21:00

周三(周三为国定假日时改为第二天）

人数根据菜单而不同

https://www.naha-navi.or.jp/magazine/1419/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提供:宇流麻市

提供:宇流麻市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这里经过数十万年岁月和自然的造化之功形成的山谷。入口宽敞约有600平
方米的奇迹般的会场，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特别会场享有盛名。从钟乳洞的
天井滴下的水珠、剥落的岩石表面以及自由生息的小生命。在这就像踏入了
地球内部的神秘场所，享受盛情款待的高规格的酒店服务及欣赏流行音乐等
乐趣。

世界中的会议企划者
瞩目的天然钟乳洞

感受数十万年时光的
流逝与地球的心脏鼓动
神秘洞穴的派对活动

感受数十万年时光的
流逝与地球的心脏鼓动
神秘洞穴的派对活动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Gangala 山谷Gangala 山谷

就像进入了太古世界的时空转换的独
一无二的奇特空间。因为天然钟乳洞本
身就给人强烈的印像，无论是举办派
对，还是音乐会都会给人留下难以忘却
的印像。与冲绳世界毗邻，冲绳的魅力
全部汇聚于此，是冲绳屈指可数的观光
设施。不需要乘坐巴士移动，在派对开

始前只在一个园区就可以完成观光、文
化体验、购物。另外，还可举办多个由著
名歌唱家表演的音乐会，该设施有着荣
获各种奖的实绩和丰富的业务经验，可
以安心委托。

1 2 3

通常以咖啡馆的营业为主，还举办
图板展示、摄影展等。扣人心弦的展示
会深受好评。

1

利用酒店的送餐服务提供全套西式
晚餐。可享受热情款待的一流服务。
2

从地上走下会场洞窟的路程中，就
像被邀入外星世界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3

迄今为止的实例①  MICE×音乐

有很多音乐家、歌唱家都喜欢将Gangala山谷作
为举办现场音乐会的会场。这里能感受到洞窟独
有的庄严气氛、封闭空间中的整体感、清脆的音
响声。在此可以享受一边就餐一边欣赏从古典音
乐到俱乐部音乐演奏以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各
种乐趣。

迄今为止的实例②  MICE×Gangala山谷导游

请您务必体验一次巡游山谷的导游路线。通常是与
导游一起巡游山涧森林约1小时20分钟的徒步路
线，根据参加人数、年龄层、活动日程也可以安排
10～30分钟左右的路线。这是一个可以尽情体验
Gangala山谷魅力的方案。

由音乐家选出的
洞窟音乐舞台

进入MICE会场之前
随导游去巡游太古森林

南城市玉城字前川202

098-948-4192

【地　　点】

【电　　话】

派对方案18:00～21:00之间的2小时

租借大厅15:00～22:00

无

座席100名、立食180名(派对)

座席350名、立席600名(音乐会等)

http://www.caveparty.jp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航空公司商品说明会欢迎活动
●韩国保险公司迪斯科舞派对活动
●电气厂家越南分公司派对活动
●汽车相关公司派对活动
●医疗行业公司奖励和派对活动
●咨询服务公司宴席派对活动

实例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可商谈 可商谈 包租 〇

接 受 方 的 心 声

精彩点！

最近几年，MICE实绩有了明显提
升，硬软件方面都很充实完善。为
了能提供即使是重演，却每次都能
从中获得新奇的感动，努力实现内
容丰富的提案和提高服务质量的
目标。

Gangala山谷
事业所长

高桥 巧先生



这里经过数十万年岁月和自然的造化之功形成的山谷。入口宽敞约有600平
方米的奇迹般的会场，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特别会场享有盛名。从钟乳洞的
天井滴下的水珠、剥落的岩石表面以及自由生息的小生命。在这就像踏入了
地球内部的神秘场所，享受盛情款待的高规格的酒店服务及欣赏流行音乐等
乐趣。

世界中的会议企划者
瞩目的天然钟乳洞

感受数十万年时光的
流逝与地球的心脏鼓动
神秘洞穴的派对活动

感受数十万年时光的
流逝与地球的心脏鼓动
神秘洞穴的派对活动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Gangala 山谷Gangala 山谷

就像进入了太古世界的时空转换的独
一无二的奇特空间。因为天然钟乳洞本
身就给人强烈的印像，无论是举办派
对，还是音乐会都会给人留下难以忘却
的印像。与冲绳世界毗邻，冲绳的魅力
全部汇聚于此，是冲绳屈指可数的观光
设施。不需要乘坐巴士移动，在派对开

始前只在一个园区就可以完成观光、文
化体验、购物。另外，还可举办多个由著
名歌唱家表演的音乐会，该设施有着荣
获各种奖的实绩和丰富的业务经验，可
以安心委托。

1 2 3

通常以咖啡馆的营业为主，还举办
图板展示、摄影展等。扣人心弦的展示
会深受好评。

1

利用酒店的送餐服务提供全套西式
晚餐。可享受热情款待的一流服务。
2

从地上走下会场洞窟的路程中，就
像被邀入外星世界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3

迄今为止的实例①  MICE×音乐

有很多音乐家、歌唱家都喜欢将Gangala山谷作
为举办现场音乐会的会场。这里能感受到洞窟独
有的庄严气氛、封闭空间中的整体感、清脆的音
响声。在此可以享受一边就餐一边欣赏从古典音
乐到俱乐部音乐演奏以及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各
种乐趣。

迄今为止的实例②  MICE×Gangala山谷导游

请您务必体验一次巡游山谷的导游路线。通常是与
导游一起巡游山涧森林约1小时20分钟的徒步路
线，根据参加人数、年龄层、活动日程也可以安排
10～30分钟左右的路线。这是一个可以尽情体验
Gangala山谷魅力的方案。

由音乐家选出的
洞窟音乐舞台

进入MICE会场之前
随导游去巡游太古森林

南城市玉城字前川202

098-948-4192

【地　　点】

【电　　话】

派对方案18:00～21:00之间的2小时

租借大厅15:00～22:00

无

座席100名、立食180名(派对)

座席350名、立席600名(音乐会等)

http://www.caveparty.jp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航空公司商品说明会欢迎活动
●韩国保险公司迪斯科舞派对活动
●电气厂家越南分公司派对活动
●汽车相关公司派对活动
●医疗行业公司奖励和派对活动
●咨询服务公司宴席派对活动

实例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可商谈 可商谈 包租 〇

接 受 方 的 心 声

精彩点！

最近几年，MICE实绩有了明显提
升，硬软件方面都很充实完善。为
了能提供即使是重演，却每次都能
从中获得新奇的感动，努力实现内
容丰富的提案和提高服务质量的
目标。

Gangala山谷
事业所长

高桥 巧先生



以冲绳美丽海水族馆的主要景点“黑潮之海”水槽正面作为MICE会场进行利
用。会场座落在隔着高8.2米×宽22.5米巨大的压克力玻璃面板看到的蓝色
世界中，让人有身居海中的感觉。鲸鲨、鬼蝠魟以及种类繁多的鱼儿们在水槽
中悠然自得地游泳身姿让人陶醉，竟然会不知不觉的忘却时光的流逝，在充
满犹如童话般的幻想中享受优雅宴会之乐趣。

在深蓝色的世界举办
引人入胜的派对活动

以巨大的水槽为舞台
鱼群在翩翩起舞
接受龙宫城的款待

以巨大的水槽为舞台
鱼群在翩翩起舞
接受龙宫城的款待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以“与冲绳大海相
会”为主题，馆内为从珊瑚礁的浅滩流
入海上的黑潮而后深深潜入深海的结
构设计。最大规模的高10米、宽35米、
深27米，容量7,500立方米的“黑潮之
海”水槽的正面空间成为MICE会场。鱼
类中最大的鲸鲨与巨大鲼类的鬼蝠魟

在水中游弋的姿态以及生气勃勃的回
游鱼们的群游景象非常壮观，让人惊叹
不已。可以和鲸鲨一起摄影的机会很
多，参加者们在此可以拍摄美好的纪念
照片。

1 2 3

考虑到对水槽中的鱼儿的影响，尽
量减少使用灯光照明，水槽的灯光和
蜡烛的光亮给人一种奇妙的幻想。

1

料理有立食自助餐、正式全套西餐
等，可以让近邻酒店提供送餐服务。
2

让大人们也为之兴奋和感动的巨
大水槽。多姿多彩的鱼儿让人陶醉，
就仿佛走进了迷人的海洋世界。

3

迄今为止的实例  MICE×演艺节目

在“黑潮之海”水槽前设置舞台，可以表演琉球舞蹈、民谣，演奏爵士乐以及古典音乐。以鱼儿
为伴舞者的琉球舞蹈就像龙宫城的仙女非常优美。演奏爵士乐以及古典音乐时，就好像鱼儿
也在随着歌曲、音乐翩翩起舞，让参加者们感到至极的快乐。

以鱼儿为伴舞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演艺节目

国头郡本部町字石川424

0980-48-3748

【地　　点】

【电　　话】

0980-48-4444

18:30～22:30（包括设置、准备、正式开始、离开、打扫整理）

10～2月底（休馆日、多客日及水族馆规定日除外）

12月的第一个周三和第二天

立食约100名、座席约70名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各企业的周年派对活动
●国际会议和学会等后的派对活动

实例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接 受 方 的 心 声

精彩点！

以鲸鲨、鬼蝠魟等在悠然游弋的“黑
潮之海”水槽为背景，在充满身居海
中之幻想的氛围中可以举办MICE
派对活动。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饲养员



以冲绳美丽海水族馆的主要景点“黑潮之海”水槽正面作为MICE会场进行利
用。会场座落在隔着高8.2米×宽22.5米巨大的压克力玻璃面板看到的蓝色
世界中，让人有身居海中的感觉。鲸鲨、鬼蝠魟以及种类繁多的鱼儿们在水槽
中悠然自得地游泳身姿让人陶醉，竟然会不知不觉的忘却时光的流逝，在充
满犹如童话般的幻想中享受优雅宴会之乐趣。

在深蓝色的世界举办
引人入胜的派对活动

以巨大的水槽为舞台
鱼群在翩翩起舞
接受龙宫城的款待

以巨大的水槽为舞台
鱼群在翩翩起舞
接受龙宫城的款待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以“与冲绳大海相
会”为主题，馆内为从珊瑚礁的浅滩流
入海上的黑潮而后深深潜入深海的结
构设计。最大规模的高10米、宽35米、
深27米，容量7,500立方米的“黑潮之
海”水槽的正面空间成为MICE会场。鱼
类中最大的鲸鲨与巨大鲼类的鬼蝠魟

在水中游弋的姿态以及生气勃勃的回
游鱼们的群游景象非常壮观，让人惊叹
不已。可以和鲸鲨一起摄影的机会很
多，参加者们在此可以拍摄美好的纪念
照片。

1 2 3

考虑到对水槽中的鱼儿的影响，尽
量减少使用灯光照明，水槽的灯光和
蜡烛的光亮给人一种奇妙的幻想。

1

料理有立食自助餐、正式全套西餐
等，可以让近邻酒店提供送餐服务。
2

让大人们也为之兴奋和感动的巨
大水槽。多姿多彩的鱼儿让人陶醉，
就仿佛走进了迷人的海洋世界。

3

迄今为止的实例  MICE×演艺节目

在“黑潮之海”水槽前设置舞台，可以表演琉球舞蹈、民谣，演奏爵士乐以及古典音乐。以鱼儿
为伴舞者的琉球舞蹈就像龙宫城的仙女非常优美。演奏爵士乐以及古典音乐时，就好像鱼儿
也在随着歌曲、音乐翩翩起舞，让参加者们感到至极的快乐。

以鱼儿为伴舞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演艺节目

国头郡本部町字石川424

0980-48-3748

【地　　点】

【电　　话】

0980-48-4444

18:30～22:30（包括设置、准备、正式开始、离开、打扫整理）

10～2月底（休馆日、多客日及水族馆规定日除外）

12月的第一个周三和第二天

立食约100名、座席约70名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各企业的周年派对活动
●国际会议和学会等后的派对活动

实例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接 受 方 的 心 声

精彩点！

以鲸鲨、鬼蝠魟等在悠然游弋的“黑
潮之海”水槽为背景，在充满身居海
中之幻想的氛围中可以举办MICE
派对活动。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饲养员



东南植物乐园东南植物乐园

宽广土地上的珍贵植物
欢迎光临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
超级植物乐园实例MICE!

宽广土地上的珍贵植物
欢迎光临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
超级植物乐园实例MICE!

1 2 3

可从3个广场中选择举办游园派对
活动。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可以按照客
人需要进行筹划。

1

料理由乐园专属厨师根据客人要
求提供花样繁多的菜单。使用自家制
香草的菜单色香俱全深受好评。

2

团队结成是在大自然中通过活动
身体来沟通交流，构筑团结力和信赖
关系，同时还能培养个人的主体性。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靠近冲绳自动车道的出入口，交通非常
方便，前往机场、酒店都很顺利。使用自
然素材运动身体的团建项目很丰富，也
受到喜爱运动的国外企业参加者的好
评。员工旅行、奖励旅行时，通过开展团
队的娱乐活动来加深友好和睦关系，可
以利用派对举行表彰仪式等演出各种活

动。帐篷及餐厅充实完备，即使下雨天
也不用担心。这里还被用作举办当地企
业的家族活动、联欢会，作为大人小孩
可以一起享受乐趣的设施而深受喜爱。

●制药企业的激励派对活动
●日本国内企业的园内运动会和派对活动

实例

在4万5千坪的土地上花费40年以上的岁月裁培了从国内外收集来的1,300
种以上的亚热带和热带的植物，展示栽种状态下的自然造型美。在能将濒临
灭绝物种等稀少价值高的植物培育的生气勃勃的奇迹般乐园可以举办
1,500名规模的游园会、各种活动、展示会。此外，还可提供多数使用植物的
团建项目。

日本国内也很稀有
世界独此一家的动植物生息乐园

冲绳市知花2146

098-939-2555

【地　　点】

【电　　话】

098-939-2564

周日～周四9:00～18:00（入园截止时间到 17:00）／

周五、周六、国定假日的前一天9:00～22:00（入园截止时间到 21:00）

无

（大王椰子广场）立食1500名

（FRIENDS）立食360名、圆桌250名

http://www.southeast-botanical.jp/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里培育着很多让植物学家、植物
爱好者也惊叹不已的珍贵植物。园
内有日本唯一的亚历山大椰树街、
猴面包树、四季艳彩花卉等，还有很
多摄影景点，让参观者们流连忘返。

东南植物乐园
营业部

新城 卓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那霸市通堂町2-1
那霸码头船客运站1楼
098-866-0489
098-867-3489
http://www.westmarine.co.jp/

Moby Dick(白鲸)号是一艘大型
船舶，航行平稳很少有晃动。在餐
厅区可以举办展示会、插花讲座，
在露天甲板举行各种典礼等，利
用宽敞的船内还可以举行各种活
动和派对活动。

冲绳本岛唯一的
游船餐厅

从机场约10分钟车程就可到达乘船码头，附近
有多家酒店，距离国际通等繁华街很近，游船前
后的移动也很方便。一边欣赏美丽的冲绳之海，
一边饱尝犹如在度假地的乐趣。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8:00～20:30（受理预订时间）
每天运航（每年1次因进坞停止运航）
2楼餐厅区 座席200名／
3楼露天甲板 座席10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晚宴和午餐派对活动
还可以举办展示会、活动会
改换心情的船上MICE

晚宴游船 Moby Dick(白鲸)号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在宁静的海湾中航行的游船，可
将晃动度控制在最小限度。提供5
种套餐料理和自助餐、BBQ、芝士
火锅等季节性料理。

West Marine

久手坚 宪太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宫古岛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候船站）2楼
0980-72-6641
0980-79-0408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清澈的大海，从船上可以看到游
动的鱼儿、珊瑚礁，运气好的话，
还 可 以 看 见 海 龟 。从 下 甲 板 的
Aqua View(海景舱)可以观望海
中景象。在一望无际的天空和大
海中享受别具一格的派对乐趣。

与鱼儿、海龟相会
午餐船游

船内装饰华丽庄严且很高雅，让人想起传统的
英国客船。餐食有日式和西式自助餐，还可追加
特产品菜单，需要时请咨询我们。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8:00～18:00
不定休
300名·午餐船游6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在蔚蓝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观赏乐趣的
宫古岛的船上派对

在蔚蓝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观赏乐趣的
宫古岛的船上派对

宫古岛港湾船游 Mont Blanc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除了观赏海中景象的午餐船游外，
还有可眺望伊良部大桥的早餐船游
以及欣赏夕阳美景的晚餐船游等，
可配合您的时间介绍绝美景点。

宫古岛港湾船游
Mont Blanc

神山 浩也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〇



东南植物乐园东南植物乐园

宽广土地上的珍贵植物
欢迎光临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
超级植物乐园实例MICE!

宽广土地上的珍贵植物
欢迎光临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
超级植物乐园实例MICE!

1 2 3

可从3个广场中选择举办游园派对
活动。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可以按照客
人需要进行筹划。

1

料理由乐园专属厨师根据客人要
求提供花样繁多的菜单。使用自家制
香草的菜单色香俱全深受好评。

2

团队结成是在大自然中通过活动
身体来沟通交流，构筑团结力和信赖
关系，同时还能培养个人的主体性。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靠近冲绳自动车道的出入口，交通非常
方便，前往机场、酒店都很顺利。使用自
然素材运动身体的团建项目很丰富，也
受到喜爱运动的国外企业参加者的好
评。员工旅行、奖励旅行时，通过开展团
队的娱乐活动来加深友好和睦关系，可
以利用派对举行表彰仪式等演出各种活

动。帐篷及餐厅充实完备，即使下雨天
也不用担心。这里还被用作举办当地企
业的家族活动、联欢会，作为大人小孩
可以一起享受乐趣的设施而深受喜爱。

●制药企业的激励派对活动
●日本国内企业的园内运动会和派对活动

实例

在4万5千坪的土地上花费40年以上的岁月裁培了从国内外收集来的1,300
种以上的亚热带和热带的植物，展示栽种状态下的自然造型美。在能将濒临
灭绝物种等稀少价值高的植物培育的生气勃勃的奇迹般乐园可以举办
1,500名规模的游园会、各种活动、展示会。此外，还可提供多数使用植物的
团建项目。

日本国内也很稀有
世界独此一家的动植物生息乐园

冲绳市知花2146

098-939-2555

【地　　点】

【电　　话】

098-939-2564

周日～周四9:00～18:00（入园截止时间到 17:00）／

周五、周六、国定假日的前一天9:00～22:00（入园截止时间到 21:00）

无

（大王椰子广场）立食1500名

（FRIENDS）立食360名、圆桌250名

http://www.southeast-botanical.jp/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里培育着很多让植物学家、植物
爱好者也惊叹不已的珍贵植物。园
内有日本唯一的亚历山大椰树街、
猴面包树、四季艳彩花卉等，还有很
多摄影景点，让参观者们流连忘返。

东南植物乐园
营业部

新城 卓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那霸市通堂町2-1
那霸码头船客运站1楼
098-866-0489
098-867-3489
http://www.westmarine.co.jp/

Moby Dick(白鲸)号是一艘大型
船舶，航行平稳很少有晃动。在餐
厅区可以举办展示会、插花讲座，
在露天甲板举行各种典礼等，利
用宽敞的船内还可以举行各种活
动和派对活动。

冲绳本岛唯一的
游船餐厅

从机场约10分钟车程就可到达乘船码头，附近
有多家酒店，距离国际通等繁华街很近，游船前
后的移动也很方便。一边欣赏美丽的冲绳之海，
一边饱尝犹如在度假地的乐趣。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8:00～20:30（受理预订时间）
每天运航（每年1次因进坞停止运航）
2楼餐厅区 座席200名／
3楼露天甲板 座席10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晚宴和午餐派对活动
还可以举办展示会、活动会
改换心情的船上MICE

晚宴游船 Moby Dick(白鲸)号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在宁静的海湾中航行的游船，可
将晃动度控制在最小限度。提供5
种套餐料理和自助餐、BBQ、芝士
火锅等季节性料理。

West Marine

久手坚 宪太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宫古岛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候船站）2楼
0980-72-6641
0980-79-0408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清澈的大海，从船上可以看到游
动的鱼儿、珊瑚礁，运气好的话，
还 可 以 看 见 海 龟 。从 下 甲 板 的
Aqua View(海景舱)可以观望海
中景象。在一望无际的天空和大
海中享受别具一格的派对乐趣。

与鱼儿、海龟相会
午餐船游

船内装饰华丽庄严且很高雅，让人想起传统的
英国客船。餐食有日式和西式自助餐，还可追加
特产品菜单，需要时请咨询我们。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8:00～18:00
不定休
300名·午餐船游6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在蔚蓝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观赏乐趣的
宫古岛的船上派对

在蔚蓝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观赏乐趣的
宫古岛的船上派对

宫古岛港湾船游 Mont Blanc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除了观赏海中景象的午餐船游外，
还有可眺望伊良部大桥的早餐船游
以及欣赏夕阳美景的晚餐船游等，
可配合您的时间介绍绝美景点。

宫古岛港湾船游
Mont Blanc

神山 浩也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〇



琉球村琉球村

100多年前冲绳的村庄
表演传统歌舞艺术
迎客场面热闹华丽

100多年前冲绳的村庄
表演传统歌舞艺术
迎客场面热闹华丽

1 2 3

在拥有大舞台和宽敞场地的室内
巨蛋剧场内，可以同时享受饮食和娱
乐的乐趣。

1

烧烤整头县产猪，然后当场切分给
客人等，无论是味道还是色泽都能给
人留下强烈印像的创作自助餐料理。

2

包租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方案，
可以一边倾听三弦琴(冲绳乐器)的现
场演出，一边品尝创作琉球料理。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室内设有小巨蛋剧场，即使下雨天也照
样能演出精彩节目的设施。小巨蛋剧场
设有放映机，可以放映电影以及举办表
彰仪式等各种活动。此外，提供讲究使用
新鲜安全的当地食材，发挥食材本身的
特点做成的创作料理,根据人数、规模、派
对形式予以灵活对应。包租方案中包括

体验琉球服装、工艺体验活动等，参加者
可以在此充分享受各种乐趣。国家指定
的有形文化遗产的真物古民房洋溢着古
色古香的氛围，将整个设施打造成一个
宽敞舒适的空间，让派对成为让人那难
以忘怀的特别活动。

●国外团体的奖励旅游、
　活动后的派对活动
●员工旅游在古民房的派对方案
●学会、大会后的派对活动
　(250～300名规模) 

实例

将被指定为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移建园内，重现100多年前的冲绳村庄的
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包租古民房进行舒适宽松的聚餐、想举办300名规模的
派对活动可以包租巨蛋剧场，还可以包租园内等充分享受传统艺术的乐趣，
按照客人要求可以安排各种方案。根据进展状况、企划内容租借服装，通过与
参加者一起演出可以将活动推向高潮，需要者请咨询我们。

在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
体验时光旅游

国头郡恩纳村山田1130

098-965-1234

【地　　点】

【电　　话】

098-965-3457

派对活动 18:00～ 

无

古民房10～40名　剧场 立食约350名、座席200名

http://www.ryukyumura.co.jp/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传统艺术是由本村人员进行表演，
可以灵活对应客人提出的各种要
求。不光只是欣赏，您还可以通过参
加型演出以及惊奇演出，积极地去
体验各种情趣。

琉球村

仲松 诚先生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1 2 3

可以眺望夕阳绝景的特殊露台的座位1

自创精釀啤酒除了有口味清爽的
拉格啤酒之外也有浓厚气香的爱雨啤
酒等共五种的啤酒可供选择。享用啤
酒的同時，并可享用与啤酒合口的蒸
贝料理等等。

2

拥有可以容纳280名的场地，建议
举办各种典礼会议与派对。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从MICE会场附近拥有游艇乘船港口，
可以直接体验游船的乐趣，同时也可以
享受船上的派对以及观赏夕阳等等。可
以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各种服务。
在充满豪华感及使人非常放松的船内
餐厅，大饭店出身的主厨会给您提供正
统美味料理接待您的贵宾。是一种使您

安心的高档餐厅复合设施。

●日本国内外奖励旅游团对午餐，晚宴等。
●立食典礼PARTY（150名左右）

实例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在 充 满 浓 厚 美 式 文 化 的 北 谷 町
中，请享受冲绳独特的食材与以
地方独特的料理方式来提供的美
味。敬请各位来体验我们的餐厅、
釀酒厂及双体船的新式复合设施!

CHATAN HARBOR
BREWERY＆RESTAURANT

山田 和树先生

CHATAN HARBOR 啤酒厂和餐厅CHATAN HARBOR 啤酒厂和餐厅

乘坐包租船
享乐短暂的自由时光的
船游和晚餐

乘坐包租船
享乐短暂的自由时光的
船游和晚餐

以啤酒酿造所为主，是一种拥有可以享受美味的餐厅，酒吧以及双体船等多种
娱乐活动的复合设施。在店内的酿造区，顾客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啤酒的酿造
过程，也可提供刚刚酿出的自创啤酒。在餐厅同时可以提供以烧烤为主的美食
料理，海鲜以及超大牛排。包上游览船出海享受东海的美景，加上高档次美餐，
会给您的MICE会后增加色彩。

营造特别气氛的私人游船

中头郡北谷町字美滨53-1

098-926-1118

【地　　点】

【电　　话】

可商谈

无

280名、船游30名

http://www.chatanharbor.jp/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只限白天



琉球村琉球村

100多年前冲绳的村庄
表演传统歌舞艺术
迎客场面热闹华丽

100多年前冲绳的村庄
表演传统歌舞艺术
迎客场面热闹华丽

1 2 3

在拥有大舞台和宽敞场地的室内
巨蛋剧场内，可以同时享受饮食和娱
乐的乐趣。

1

烧烤整头县产猪，然后当场切分给
客人等，无论是味道还是色泽都能给
人留下强烈印像的创作自助餐料理。

2

包租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方案，
可以一边倾听三弦琴(冲绳乐器)的现
场演出，一边品尝创作琉球料理。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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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能演出精彩节目的设施。小巨蛋剧场
设有放映机，可以放映电影以及举办表
彰仪式等各种活动。此外，提供讲究使用
新鲜安全的当地食材，发挥食材本身的
特点做成的创作料理,根据人数、规模、派
对形式予以灵活对应。包租方案中包括

体验琉球服装、工艺体验活动等，参加者
可以在此充分享受各种乐趣。国家指定
的有形文化遗产的真物古民房洋溢着古
色古香的氛围，将整个设施打造成一个
宽敞舒适的空间，让派对成为让人那难
以忘怀的特别活动。

●国外团体的奖励旅游、
　活动后的派对活动
●员工旅游在古民房的派对方案
●学会、大会后的派对活动
　(250～300名规模) 

实例

将被指定为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移建园内，重现100多年前的冲绳村庄的
文化主题公园。可以包租古民房进行舒适宽松的聚餐、想举办300名规模的
派对活动可以包租巨蛋剧场，还可以包租园内等充分享受传统艺术的乐趣，
按照客人要求可以安排各种方案。根据进展状况、企划内容租借服装，通过与
参加者一起演出可以将活动推向高潮，需要者请咨询我们。

在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房
体验时光旅游

国头郡恩纳村山田1130

098-965-1234

【地　　点】

【电　　话】

098-965-3457

派对活动 18:00～ 

无

古民房10～40名　剧场 立食约350名、座席200名

http://www.ryukyumura.co.jp/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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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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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啤酒酿造所为主，是一种拥有可以享受美味的餐厅，酒吧以及双体船等多种
娱乐活动的复合设施。在店内的酿造区，顾客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啤酒的酿造
过程，也可提供刚刚酿出的自创啤酒。在餐厅同时可以提供以烧烤为主的美食
料理，海鲜以及超大牛排。包上游览船出海享受东海的美景，加上高档次美餐，
会给您的MICE会后增加色彩。

营造特别气氛的私人游船

中头郡北谷町字美滨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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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名、船游30名

http://www.chatanharbor.jp/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只限白天



百年古家大家百年古家大家

在山原的山地
重现昔日风貌的
冲绳村落

在山原的山地
重现昔日风貌的
冲绳村落

1 2 3

享有人气的石垣牛的涮牛肉套餐，
美味可口。一人一个火锅，可以按自
己的吃法、喜好用餐。

1

在古民房村落表演的传统艺术让人
感受别具一格的氛围。恬静优雅的爵
士乐、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值得推荐。

2

在中庭可以举办立食派对。灯光是
采用荣获照明学会的优秀照明设施九
州支部长奖的照明，深受好评。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座落在万籁俱寂的山谷处，包括四周环
境在内的村落整体形成了一幅冲绳的
原色风景。这是一个将古民房移建而成
的珍奇设施，它既可用作参观，还具有
各种用途，房室内装修的很漂亮，而且
舒适宜人，可以向各年龄层的客人推
荐。5栋古民房根据使用目的分别用作

表彰仪式场、派对会场、事务局休息室
等，派对前还可以举办会议、活动。中庭
设有立食自助餐会场、娱乐活动舞台、
萤幕、放映机，可举行放映会等，根据客
人需求灵活对应。

●国际会议后的派对活动
●企业奖励活动古民房派对活动

实例

从名护市内进入山道，座落在远离市街空间的庭园和古民房是一个重现了冲
绳原色风景的村落。这里有8栋从冲绳各地移建和修复的100多年前建筑的
世家，是一家冲绳荞麦面和琉球料理店。就好像将中庭围落似的5栋古民房排
列构成的别庭，最适合用作派对会场。全部房屋都面向中庭，派对主持人、致
辞、娱乐活动等，通过庭园让全体参加者都能感受一体感的魅力。

令人怀念的原色风景中的
和睦而热闹非凡的古民房宴席

名护市中山90

0980-53-0280

【地　　点】

【电　　话】

0980-43-0102

白天: 11:00～16:30

晚上: 18:00～22:00

无

130名

http://www.ufuya.com/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石垣市名蔵967-1

0980-82-8798

0980-83-4620

http://www.yaimamura.com/

利用国家指定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
房，重现昔日八重山的村落房屋。按
各团队分头练习三板(打乐器)、三弦
琴(冲绳乐器)、舞蹈，然后在派对会
场一起演奏和舞蹈等，通过文化体
验，为团队结成提供支持。

在独特的时光流逝的石垣岛
可以提高团结力的岛MICE

国外企业的团体研修、企业旅行等，体验和派对
的组合方案很有人气。还举办由星空专家介绍
的星空观赏会等各种企划活动，需要者请咨询
我们。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9:00～17:30

（也可提供晚餐）

无

需要商谈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在石垣岛的古民房 
体验自然和文化，
团建和派对活动

在石垣岛的古民房 
体验自然和文化，
团建和派对活动

石垣八重山村

中头郡读谷村字高志保1020-1
098-958-1111
098-958-1109
http://murasakimura.com/

利用曾经是电视剧的制作场地建
成的主题公园。场地内设有体验工
房、琉球住宅的料亭、酒店、准天然
(人工)温泉、会议室以及大厅，设施
俱全。一整天可以在园内享受体验
王朝文化的世外桃源的乐趣。

101种体验项目和
琉球住宅派对活动

2000年的冲绳八国首脑峰会中曾被利用的琉
球住宅谢名亭，在不设舞台的场地表演传统歌
舞，客人不仅能观看欣赏，还可以一起参加演
出，享受同欢共舞的乐趣。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11:00～21:00
无
10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忠实再现了琉球王朝时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设施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保存古民房的魅力，同时还采用能
让客人舒适快乐的功能性内装修。
座席全部为固定脚炉席和餐桌，即
使长时间坐着也照样感受到宽松舒
适。

百年古家 大家

安里 勇哉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可以在园内工房享受体验乐趣，也
可以去近邻的农家尝试收获体验，
或向当地的主妇学习家庭料理等，
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亲身体验深
受客人的好评。我们还可向MICE的
团体客人提供各种服务。

体验王国
MURASAKI MURA

国吉 润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园内的广场可举办各种音乐活动、
舞蹈发表会等。此外，还有红树林的
皮艇旅游等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凝
聚力，值得向客人推荐。

石垣八重山村

住吉 隆治先生



百年古家大家百年古家大家

在山原的山地
重现昔日风貌的
冲绳村落

在山原的山地
重现昔日风貌的
冲绳村落

1 2 3

享有人气的石垣牛的涮牛肉套餐，
美味可口。一人一个火锅，可以按自
己的吃法、喜好用餐。

1

在古民房村落表演的传统艺术让人
感受别具一格的氛围。恬静优雅的爵
士乐、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值得推荐。

2

在中庭可以举办立食派对。灯光是
采用荣获照明学会的优秀照明设施九
州支部长奖的照明，深受好评。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座落在万籁俱寂的山谷处，包括四周环
境在内的村落整体形成了一幅冲绳的
原色风景。这是一个将古民房移建而成
的珍奇设施，它既可用作参观，还具有
各种用途，房室内装修的很漂亮，而且
舒适宜人，可以向各年龄层的客人推
荐。5栋古民房根据使用目的分别用作

表彰仪式场、派对会场、事务局休息室
等，派对前还可以举办会议、活动。中庭
设有立食自助餐会场、娱乐活动舞台、
萤幕、放映机，可举行放映会等，根据客
人需求灵活对应。

●国际会议后的派对活动
●企业奖励活动古民房派对活动

实例

从名护市内进入山道，座落在远离市街空间的庭园和古民房是一个重现了冲
绳原色风景的村落。这里有8栋从冲绳各地移建和修复的100多年前建筑的
世家，是一家冲绳荞麦面和琉球料理店。就好像将中庭围落似的5栋古民房排
列构成的别庭，最适合用作派对会场。全部房屋都面向中庭，派对主持人、致
辞、娱乐活动等，通过庭园让全体参加者都能感受一体感的魅力。

令人怀念的原色风景中的
和睦而热闹非凡的古民房宴席

名护市中山90

0980-53-0280

【地　　点】

【电　　话】

0980-43-0102

白天: 11:00～16:30

晚上: 18:00～22:00

无

130名

http://www.ufuya.com/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石垣市名蔵967-1

0980-82-8798

0980-83-4620

http://www.yaimamura.com/

利用国家指定有形文化遗产的古民
房，重现昔日八重山的村落房屋。按
各团队分头练习三板(打乐器)、三弦
琴(冲绳乐器)、舞蹈，然后在派对会
场一起演奏和舞蹈等，通过文化体
验，为团队结成提供支持。

在独特的时光流逝的石垣岛
可以提高团结力的岛MICE

国外企业的团体研修、企业旅行等，体验和派对
的组合方案很有人气。还举办由星空专家介绍
的星空观赏会等各种企划活动，需要者请咨询
我们。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9:00～17:30

（也可提供晚餐）

无

需要商谈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在石垣岛的古民房 
体验自然和文化，
团建和派对活动

在石垣岛的古民房 
体验自然和文化，
团建和派对活动

石垣八重山村

中头郡读谷村字高志保1020-1
098-958-1111
098-958-1109
http://murasakimura.com/

利用曾经是电视剧的制作场地建
成的主题公园。场地内设有体验工
房、琉球住宅的料亭、酒店、准天然
(人工)温泉、会议室以及大厅，设施
俱全。一整天可以在园内享受体验
王朝文化的世外桃源的乐趣。

101种体验项目和
琉球住宅派对活动

2000年的冲绳八国首脑峰会中曾被利用的琉
球住宅谢名亭，在不设舞台的场地表演传统歌
舞，客人不仅能观看欣赏，还可以一起参加演
出，享受同欢共舞的乐趣。

【地　　点】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11:00～21:00
无
100名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忠实再现了琉球王朝时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设施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保存古民房的魅力，同时还采用能
让客人舒适快乐的功能性内装修。
座席全部为固定脚炉席和餐桌，即
使长时间坐着也照样感受到宽松舒
适。

百年古家 大家

安里 勇哉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可以在园内工房享受体验乐趣，也
可以去近邻的农家尝试收获体验，
或向当地的主妇学习家庭料理等，
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亲身体验深
受客人的好评。我们还可向MICE的
团体客人提供各种服务。

体验王国
MURASAKI MURA

国吉 润先生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园内的广场可举办各种音乐活动、
舞蹈发表会等。此外，还有红树林的
皮艇旅游等的活动，有助于提高凝
聚力，值得向客人推荐。

石垣八重山村

住吉 隆治先生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古宇利岛展望塔古宇利岛展望塔

在琉球的名筑城家建造的
最高杰作座喜味城
举办华丽而恬静的游宴

在琉球的名筑城家建造的
最高杰作座喜味城
举办华丽而恬静的游宴

尽收古宇利蓝色大海之眼底、
举办鼓舞人心的派对。

尽收古宇利蓝色大海之眼底、
举办鼓舞人心的派对。

1 2 3

进入会场时，还可欣赏保护城门的
棍术护卫表演。重现保卫城内的和
平、坚不可摧的城堡风貌。

1

以城墙为背景，表演穿越时代传承
下来的各种传统艺术。和参加者一起
共享欢乐。

2

提供身穿琉球服装，可以自由散步
的方案。色彩鲜艳华丽的和服深受女
性的青睐。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很早就开始实施作为世界遗产的特别
会场的利用，这是一个有实绩的设施。
日落西海岸的海面时，会营造出度假胜
地之氛围，日落后，城墙灯火照明充满
幻想之氛围，享受该城的不同表情也富
有情趣。由于城迹的规模较小，便于安
排灯光照明、设置。按照客人的需求还

可以随时对饮食、酒店、餐厅的送餐菜
单进行对应调整，提供从圆餐桌全套西
餐到摊子设置等各种聚餐形式的方案。
在被城墙围住的非日常空间举行的派
对活动，体验一下当城主的心情，这一
切都会给您留下难以忘怀的印像。

●各种学会后的派对活动
●婚礼派对活动

实例

利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有用于彻底抗战的暗道结构的座喜味城，该城是一
座坚固没有经过战争的和平城，所以保存状态很好。厚实坚固且曲线绮丽的
城墙，作为“天然剧场”用作举办艺术、活动的舞台。被成为派对会场的360度
城墙围落的第二个城廓，就像身处脱离现代的世外桃源的空间。可以体验到
王朝时代的乐趣。

被360度城墙围落的
世外桃源的古城派对

中头郡读谷村字座喜味708-6

098-958-3141
(读谷村立历史民俗资料馆)

【地　　点】

【电　　话】

098-982-9022

13:00～21:00

周二

200名

无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是县内唯一可以从世界遗产眺
望落到地平线的夕阳的场所。笼
罩城墙的天空屏幕被晚霞染的通
红，徐徐变化的景观让人充满幻
想。

读谷村观光协会

比嘉  等先生

1 2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现场开放厨房非常崭新。
●绝景加开放的空间独一无二。
●可体验到非日常的时间。
●可以对应各种要求，服务体制较好。
●餐饮精彩美味，下次还想在这里举
　办宴会。

●具有包场客人专用洗手间与吸烟　
　室，真是太惊喜了。 ●高级化妆品公司的奖励旅游

　140名×2団队
●大型保险公司的奖励旅游 80名
●大型工具制造公司的奖励旅游 60名
●其它
※视察，学会会后宴会，媒体摄影等多数。

实例

这里可以观赏宝石绿的大海和满天星空的壮观绝景。被称为冲绳县内
最高峰的美丽景点。使用当地新鲜食材的料理，美味的地方酒，加上传
统艺能表演，在这里会给您提供一个在天空与大海之间的特殊开放空
间，在「恋之岛」主办宴会。有看起来可爱，吃起来美味的悠闲自助料
理，有花园ＢＢＱ料理，又有大环景之中的正餐。各种餐饮方式应有尽
有。会让您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国头郡今归仁村字古宇利538

0980-56-1616

【地　　点】

【电　　话】

0980-56-1619

00:00～00:00

终年无休

10～200名 ※根据内容可以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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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宴会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场 〇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无论是在可以欣赏美丽海景的花
园，还是在优雅时尚的餐厅，皆可
主办包场宴会。我们准备了各种
体验项目及混合项目，在美丽，欢
欣雀跃的非日常的空间等待各位
的光临。

古宇利岛展望塔

松本先生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古宇利岛展望塔古宇利岛展望塔

在琉球的名筑城家建造的
最高杰作座喜味城
举办华丽而恬静的游宴

在琉球的名筑城家建造的
最高杰作座喜味城
举办华丽而恬静的游宴

尽收古宇利蓝色大海之眼底、
举办鼓舞人心的派对。

尽收古宇利蓝色大海之眼底、
举办鼓舞人心的派对。

1 2 3

进入会场时，还可欣赏保护城门的
棍术护卫表演。重现保卫城内的和
平、坚不可摧的城堡风貌。

1

以城墙为背景，表演穿越时代传承
下来的各种传统艺术。和参加者一起
共享欢乐。

2

提供身穿琉球服装，可以自由散步
的方案。色彩鲜艳华丽的和服深受女
性的青睐。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很早就开始实施作为世界遗产的特别
会场的利用，这是一个有实绩的设施。
日落西海岸的海面时，会营造出度假胜
地之氛围，日落后，城墙灯火照明充满
幻想之氛围，享受该城的不同表情也富
有情趣。由于城迹的规模较小，便于安
排灯光照明、设置。按照客人的需求还

可以随时对饮食、酒店、餐厅的送餐菜
单进行对应调整，提供从圆餐桌全套西
餐到摊子设置等各种聚餐形式的方案。
在被城墙围住的非日常空间举行的派
对活动，体验一下当城主的心情，这一
切都会给您留下难以忘怀的印像。

●各种学会后的派对活动
●婚礼派对活动

实例

利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有用于彻底抗战的暗道结构的座喜味城，该城是一
座坚固没有经过战争的和平城，所以保存状态很好。厚实坚固且曲线绮丽的
城墙，作为“天然剧场”用作举办艺术、活动的舞台。被成为派对会场的360度
城墙围落的第二个城廓，就像身处脱离现代的世外桃源的空间。可以体验到
王朝时代的乐趣。

被360度城墙围落的
世外桃源的古城派对

中头郡读谷村字座喜味708-6

098-958-3141
(读谷村立历史民俗资料馆)

【地　　点】

【电　　话】

098-982-9022

13:00～21:00

周二

200名

无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 × 包租 ×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这是县内唯一可以从世界遗产眺
望落到地平线的夕阳的场所。笼
罩城墙的天空屏幕被晚霞染的通
红，徐徐变化的景观让人充满幻
想。

读谷村观光协会

比嘉  等先生

1 2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现场开放厨房非常崭新。
●绝景加开放的空间独一无二。
●可体验到非日常的时间。
●可以对应各种要求，服务体制较好。
●餐饮精彩美味，下次还想在这里举
　办宴会。

●具有包场客人专用洗手间与吸烟　
　室，真是太惊喜了。 ●高级化妆品公司的奖励旅游

　140名×2団队
●大型保险公司的奖励旅游 80名
●大型工具制造公司的奖励旅游 60名
●其它
※视察，学会会后宴会，媒体摄影等多数。

实例

这里可以观赏宝石绿的大海和满天星空的壮观绝景。被称为冲绳县内
最高峰的美丽景点。使用当地新鲜食材的料理，美味的地方酒，加上传
统艺能表演，在这里会给您提供一个在天空与大海之间的特殊开放空
间，在「恋之岛」主办宴会。有看起来可爱，吃起来美味的悠闲自助料
理，有花园ＢＢＱ料理，又有大环景之中的正餐。各种餐饮方式应有尽
有。会让您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国头郡今归仁村字古宇利538

0980-56-1616

【地　　点】

【电　　话】

0980-56-1619

00:00～00:00

终年无休

10～200名 ※根据内容可以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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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宴会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场 〇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无论是在可以欣赏美丽海景的花
园，还是在优雅时尚的餐厅，皆可
主办包场宴会。我们准备了各种
体验项目及混合项目，在美丽，欢
欣雀跃的非日常的空间等待各位
的光临。

古宇利岛展望塔

松本先生



休闲广场 Ti-da33休闲广场 Ti-da33

欣赏海角绝景品尝直接烧烤BBQ（烤肉）美味
在寂静的夜晚，欢笑畅谈
话题的“篝火派对”

1 2 3

为您准备用冲绳食材做成美式风
味的“琉球美国”和县内特产琳琅满
目的“冲绳风格”的2个方案。

1

供12名使用的六角形篝火台。四
周的长椅上铺有垫子，成为宽松舒适
的沙发。

2

公园区内有排列11栋红瓦屋檐的
BBQ亭子的广场，也可以举办多人数
的活动。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残波岬的白色灯塔、白砂海滩、绿色草
坪的绒毯、被灌木丛覆盖的散步道等，
色彩鲜艳的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美丽
如画的壮丽景观。整个环境营造出南国
度假村的氛围。在休闲广场内设有网球
场、足球场、接触动物园等，派对前后的
项目多彩丰富，是一个作为MICE可以

广泛利用的设施。如果利用徒步圈内的
大型度假酒店，参加者可以在活动前后
时间自由利用享受乐趣。利用宽广的场
地，可以设置大型舞台、将周边布置成
就像摊子村的会场等，举行热闹非凡的
活动。

●冲绳县外企业员工进修
●实业团运动队集训
●韩国企业奖励之旅

实例

与海滩和残波岬相邻，可以使用木柴火BBQ(烤肉)会场,在旺火上直接烧烤
串烧料理可以饱尝大自然的野外情趣。BBQ后，大家可以围着篝火欢笑畅
谈，篝火交流活动深受客人的好评。火焰晃动与人的波长同步，可以自然而然
用真心进行交谈，提高伙伴意识。因为是在海边举行的篝火活动很安全，这种
设施即使在冲绳县内也是很少见的。

从机场约15分钟的车程全长700米的长
海滩。设有54个供15名使用的BBQ亭
子，可以举办大型海滩派对活动。还有海
上、海滩体育运动等丰富的体验活动。还
可以利用长海滩举办客人自己企划的团
队对抗赛大会等。

以夕阳为背景享受火焰情趣的
篝火交流

中头郡读谷村字宇座1861

098-958-0038

【地　　点】

【电　　话】

098-958-0039

10:00～21:00

无

75～420名  420名以上可商谈

http://www.ti-da33.com/bbq.html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丰见城市丰崎5-1
098-850-1139
http://churasun-beach.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850-1143
4月～10月10:00～20:00
11月～3月10:00～18:00
全年
无
请咨询我们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美丽SUN海滩

BBQ(烤肉)设施

近旁有摩天轮、电影院、各具特色的店
铺云集的综合商业设施的“美滨美国
村”，是一个充满浓郁的美国风情的海
滩。附近还有酒店，交通、观光都很方
便。

中头郡北谷町美滨2
098-936-8273
http://www.uminikansya.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936-8295
10:00～20:00

（根据时期有变动）
全年
无
2500日元～400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日落海滩
展示会 〇

位于宜野湾海滨公园内的海滩，从那
霸约40分钟车程。从园内的室外剧场、
近邻的冲绳会议中心可以徒步前往，
便于举办活动后的派对BBQ会场。宜野湾市真志喜4-2-1

098-897-2759
http://www.ginowantropicalbeach.jp/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917-5467
10:00～21:00

（根据时期有变动）
全年
无
5000日元～800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宜野湾 热带海滩

海滩位于糸满渔港相会公园内，白沙
蓝海特别耀眼迷人。眼前有度假酒店，
就像私人海滩一样充满着悠闲自得的
氛围。娱乐活动、设备也很充实完善。糸满市西崎町1-6-15

098-840-3451
http://bibibeach.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840-3454
10:00～20:00

（11月～3月截至19:30）
全年
11月～3月为每周周二、年底年初
请咨询我们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美美海滩 糸满

可以眺望大海对面被称为“神之岛”的
圣地久高岛的海滩。备有能享受度假
快乐的各种设备，此外，还设有方便残
疾人的无障碍物轮椅用厕所。南城市知念字安座真1141-3

098-948-3521
【地　　点】
【电　　话】

098-852-6300
10:00～18:00
全年
无
95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安座真灿烂闪闪海滩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现在还增设了BBQ和篝火的设
备。利用冲绳的自然的野外进修，
作为时尚安全且能享受快乐的设
施，正在制定新方案的计划中。敬
请期待。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休闲广场 Ti-da33休闲广场 Ti-da33

欣赏海角绝景品尝直接烧烤BBQ（烤肉）美味
在寂静的夜晚，欢笑畅谈
话题的“篝火派对”

1 2 3

为您准备用冲绳食材做成美式风
味的“琉球美国”和县内特产琳琅满
目的“冲绳风格”的2个方案。

1

供12名使用的六角形篝火台。四
周的长椅上铺有垫子，成为宽松舒适
的沙发。

2

公园区内有排列11栋红瓦屋檐的
BBQ亭子的广场，也可以举办多人数
的活动。

3

迄今为止的实例和MICE企划者的心声

残波岬的白色灯塔、白砂海滩、绿色草
坪的绒毯、被灌木丛覆盖的散步道等，
色彩鲜艳的鲜明对比，构成了一幅美丽
如画的壮丽景观。整个环境营造出南国
度假村的氛围。在休闲广场内设有网球
场、足球场、接触动物园等，派对前后的
项目多彩丰富，是一个作为MICE可以

广泛利用的设施。如果利用徒步圈内的
大型度假酒店，参加者可以在活动前后
时间自由利用享受乐趣。利用宽广的场
地，可以设置大型舞台、将周边布置成
就像摊子村的会场等，举行热闹非凡的
活动。

●冲绳县外企业员工进修
●实业团运动队集训
●韩国企业奖励之旅

实例

与海滩和残波岬相邻，可以使用木柴火BBQ(烤肉)会场,在旺火上直接烧烤
串烧料理可以饱尝大自然的野外情趣。BBQ后，大家可以围着篝火欢笑畅
谈，篝火交流活动深受客人的好评。火焰晃动与人的波长同步，可以自然而然
用真心进行交谈，提高伙伴意识。因为是在海边举行的篝火活动很安全，这种
设施即使在冲绳县内也是很少见的。

从机场约15分钟的车程全长700米的长
海滩。设有54个供15名使用的BBQ亭
子，可以举办大型海滩派对活动。还有海
上、海滩体育运动等丰富的体验活动。还
可以利用长海滩举办客人自己企划的团
队对抗赛大会等。

以夕阳为背景享受火焰情趣的
篝火交流

中头郡读谷村字宇座1861

098-958-0038

【地　　点】

【电　　话】

098-958-0039

10:00～21:00

无

75～420名  420名以上可商谈

http://www.ti-da33.com/bbq.html

【传　　真】

【利用时间】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网　　址】

丰见城市丰崎5-1
098-850-1139
http://churasun-beach.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850-1143
4月～10月10:00～20:00
11月～3月10:00～18:00
全年
无
请咨询我们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根据内容、设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会发生不能实施的情况。届时请予以谅解。通过与设施单位的调整，实施可否需要商讨决定。
※有关设施的详细信息请确认“冲绳MICE指南”。

美丽SUN海滩

BBQ(烤肉)设施

近旁有摩天轮、电影院、各具特色的店
铺云集的综合商业设施的“美滨美国
村”，是一个充满浓郁的美国风情的海
滩。附近还有酒店，交通、观光都很方
便。

中头郡北谷町美滨2
098-936-8273
http://www.uminikansya.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936-8295
10:00～20:00

（根据时期有变动）
全年
无
2500日元～400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日落海滩
展示会 〇

位于宜野湾海滨公园内的海滩，从那
霸约40分钟车程。从园内的室外剧场、
近邻的冲绳会议中心可以徒步前往，
便于举办活动后的派对BBQ会场。宜野湾市真志喜4-2-1

098-897-2759
http://www.ginowantropicalbeach.jp/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917-5467
10:00～21:00

（根据时期有变动）
全年
无
5000日元～800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宜野湾 热带海滩

海滩位于糸满渔港相会公园内，白沙
蓝海特别耀眼迷人。眼前有度假酒店，
就像私人海滩一样充满着悠闲自得的
氛围。娱乐活动、设备也很充实完善。糸满市西崎町1-6-15

098-840-3451
http://bibibeach.com/

【地　　点】
【电　　话】
【网　　址】

098-840-3454
10:00～20:00

（11月～3月截至19:30）
全年
11月～3月为每周周二、年底年初
请咨询我们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美美海滩 糸满

可以眺望大海对面被称为“神之岛”的
圣地久高岛的海滩。备有能享受度假
快乐的各种设备，此外，还设有方便残
疾人的无障碍物轮椅用厕所。南城市知念字安座真1141-3

098-948-3521
【地　　点】
【电　　话】

098-852-6300
10:00～18:00
全年
无
950日元～

【传　　真】
【利用时间】
【利用期间】
【休 息 日】
【使 用 费】

安座真灿烂闪闪海滩

接受方的心声

精彩点！

现在还增设了BBQ和篝火的设
备。利用冲绳的自然的野外进修，
作为时尚安全且能享受快乐的设
施，正在制定新方案的计划中。敬
请期待。

派对 会议 展示会 体验
项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对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M
ICE IN RESORT

冲绳县是由全长约125km的本岛和多数特
色各异的离岛组成的度假岛。以本岛为中心
在全县各地设有特别会场设施、MICE会场、
酒店、观光地，各种设施充实完备。从中心部
的那霸市前往本岛北部、离岛只需约2小时
就能顺利到达，交通很方便。

由于每个地区的文化、自然环境、街道都各有
不同的特色，向您推荐广范围地去巡游各地
区的方案。只有在MICE设施和度假设施紧
凑而集中的冲绳，可以广泛地对度假地
MICE进行安排调整。

冲绳MICE地图
在逗留型度假MICE饱尝平时不能体验的乐趣

山原地区

东海岸地区

本部地区

名护地区

恩纳·读谷地区

北谷地区

宜野湾地区

那霸地区

八重山地区

宫古地区

■奥间日航私人度假酒店

■奥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

■卡努佳海湾酒店和别墅

■丽山海景皇宫度假酒店谷茶湾

宫古岛ATOLLEMERALD酒店■
宫古机场■

南方之岛 石垣机场■

Club Med石垣岛■

■
宫古岛东急酒店及度假村

■冲绳海滩塔楼酒店

■拉古纳花园酒店

■冲绳县政府那霸机场■

■冲绳YUGAF INN酒店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百年古家 大家

●斗牛场(石川多目的巨蛋)

●万国津梁馆

休闲广场Ti-da●

日落海滩●

热带海滩●

●琉球村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世界遗产 胜连城遗迹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CHATAN HARBOR啤酒厂和餐厅

●冲绳会议中心

●福州园

冲绳都市单轨电车●

●Gangala山谷

●安座真33海滩

Moby Dick(白鲸)号
●

美丽SUN海滩●

美美海滩 糸满
●

●东南植物乐园

宫古岛港湾船游Mont Blanc
●

●石垣八重山村

设施名称 地区

机场 酒店区域
※基准点请参照以下。

主要会场

那霸机场 那霸 宜野湾 北谷 恩纳･读谷 名护 本部 山原 冲绳会议中心 万国津梁馆

安座真33海滩

Gangala山谷

美美海滩 糸满

美丽SUN海滩

冲绳都市单轨电车(那霸机场站)

晚宴游船Moby Dick(白鲸)号

福州园

宜野湾热带海滩

日落海滩

CHATAN HARBOR啤酒厂和餐厅

Gala青海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休闲广场 Ti-da33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琉球村

世界遗产 胜连城遗迹

斗牛场(石川多目的巨蛋)

东南植物乐园

百年古家 大家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南城市

南城市

糸满市

丰见城市

那霸市

那霸市

那霸市

宜野湾市

北谷町

北谷町

读谷村

读谷村

读谷村

读谷村

恩纳村

宇流麻市

宇流麻市

冲绳市

名护市

本部町

东海岸

各设施　⇔　酒店区域之间  所需时间

【记载条件】
●上述所需时间是按照交通法规的参考时间。
　根据当天的气候和道路状况时间会有变动，这里所述的时间仅供参考。
●各住宿区域的基准地点是以规定平均地点来算出。
　有的酒店即使在相同地区内，所需时间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请事先确认到达目的地的所需时间。

【酒店区域的基准地点】

〈本岛〉
□那霸:冲绳县政府
□宜野湾:拉古纳花园酒店
□北谷:冲绳海滩塔楼酒店

〈石垣岛·宮古岛〉
□市内中心部

石垣岛:石垣GranView酒店
宫古岛:宫古岛ATOLLEMERALD酒店

□度假区域
石垣岛:Club Med石垣岛
宫古岛:宫古岛东急酒店及度假村

□恩纳•读谷:丽山海景皇宫度假酒店谷茶湾
□名护:冲绳YUGAF INN酒店
□本部:奥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

□山原:奥间日航私人度假酒店
□东海岸:卡努佳海湾酒店和别墅

55分钟

40分钟

25分钟

20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7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10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30分钟

2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5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85分钟

100分钟

55分钟

45分钟

5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5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60分钟

5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20分钟

1分钟

5分钟

35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35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70分钟

80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25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4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55分钟

6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4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35分钟

125分钟

110分钟

110分钟

11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80分钟

75分钟

30分钟

5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20分钟

115分钟

11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5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50分钟

60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75分钟

65分钟

70分钟

80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40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3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75分钟

6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50分钟

交通工具：乘坐汽车
(以利用交费公路为前提)

设施名称 地区

机场 酒店区域

宮古·石垣 市内中心部 度假村地区

石垣八重山村

宫古岛港湾船游Mont Blanc

石垣市

宫古岛市

2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5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交通工具:乘坐汽车

冲绳本岛

宫古岛石垣岛
西表岛



M
ICE IN RESORT

冲绳县是由全长约125km的本岛和多数特
色各异的离岛组成的度假岛。以本岛为中心
在全县各地设有特别会场设施、MICE会场、
酒店、观光地，各种设施充实完备。从中心部
的那霸市前往本岛北部、离岛只需约2小时
就能顺利到达，交通很方便。

由于每个地区的文化、自然环境、街道都各有
不同的特色，向您推荐广范围地去巡游各地
区的方案。只有在MICE设施和度假设施紧
凑而集中的冲绳，可以广泛地对度假地
MICE进行安排调整。

冲绳MICE地图
在逗留型度假MICE饱尝平时不能体验的乐趣

山原地区

东海岸地区

本部地区

名护地区

恩纳·读谷地区

北谷地区

宜野湾地区

那霸地区

八重山地区

宫古地区

■奥间日航私人度假酒店

■奥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

■卡努佳海湾酒店和别墅

■丽山海景皇宫度假酒店谷茶湾

宫古岛ATOLLEMERALD酒店■
宫古机场■

南方之岛 石垣机场■

Club Med石垣岛■

■
宫古岛东急酒店及度假村

■冲绳海滩塔楼酒店

■拉古纳花园酒店

■冲绳县政府那霸机场■

■冲绳YUGAF INN酒店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百年古家 大家

●斗牛场(石川多目的巨蛋)

●万国津梁馆

休闲广场Ti-da●

日落海滩●

热带海滩●

●琉球村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世界遗产 胜连城遗迹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CHATAN HARBOR啤酒厂和餐厅

●冲绳会议中心

●福州园

冲绳都市单轨电车●

●Gangala山谷

●安座真33海滩

Moby Dick(白鲸)号
●

美丽SUN海滩●

美美海滩 糸满
●

●东南植物乐园

宫古岛港湾船游Mont Blanc
●

●石垣八重山村

设施名称 地区

机场 酒店区域
※基准点请参照以下。

主要会场

那霸机场 那霸 宜野湾 北谷 恩纳･读谷 名护 本部 山原 冲绳会议中心 万国津梁馆

安座真33海滩

Gangala山谷

美美海滩 糸满

美丽SUN海滩

冲绳都市单轨电车(那霸机场站)

晚宴游船Moby Dick(白鲸)号

福州园

宜野湾热带海滩

日落海滩

CHATAN HARBOR啤酒厂和餐厅

Gala青海

琉球武士住宅 谢名亭

休闲广场 Ti-da33

世界遗产 座喜味城遗迹

琉球村

世界遗产 胜连城遗迹

斗牛场(石川多目的巨蛋)

东南植物乐园

百年古家 大家

冲绳美丽海水族馆

南城市

南城市

糸满市

丰见城市

那霸市

那霸市

那霸市

宜野湾市

北谷町

北谷町

读谷村

读谷村

读谷村

读谷村

恩纳村

宇流麻市

宇流麻市

冲绳市

名护市

本部町

东海岸

各设施　⇔　酒店区域之间  所需时间

【记载条件】
●上述所需时间是按照交通法规的参考时间。
　根据当天的气候和道路状况时间会有变动，这里所述的时间仅供参考。
●各住宿区域的基准地点是以规定平均地点来算出。
　有的酒店即使在相同地区内，所需时间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请事先确认到达目的地的所需时间。

【酒店区域的基准地点】

〈本岛〉
□那霸:冲绳县政府
□宜野湾:拉古纳花园酒店
□北谷:冲绳海滩塔楼酒店

〈石垣岛·宮古岛〉
□市内中心部

石垣岛:石垣GranView酒店
宫古岛:宫古岛ATOLLEMERALD酒店

□度假区域
石垣岛:Club Med石垣岛
宫古岛:宫古岛东急酒店及度假村

□恩纳•读谷:丽山海景皇宫度假酒店谷茶湾
□名护:冲绳YUGAF INN酒店
□本部:奥利安酒店本部度假村

□山原:奥间日航私人度假酒店
□东海岸:卡努佳海湾酒店和别墅

55分钟

40分钟

25分钟

20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7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90分钟

10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30分钟

25分钟

10分钟

10分钟

5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5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85分钟

100分钟

55分钟

45分钟

5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5分钟

20分钟

2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60分钟

5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20分钟

1分钟

5分钟

35分钟

3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35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70分钟

80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65分钟

55分钟

60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0分钟

30分钟

25分钟

30分钟

15分钟

4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

55分钟

6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8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45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35分钟

125分钟

110分钟

110分钟

11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80分钟

75分钟

30分钟

5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30分钟

125分钟

120分钟

115分钟

115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5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50分钟

60分钟

100分钟

95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90分钟

90分钟

85分钟

75分钟

65分钟

70分钟

80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5分钟

60分钟

60分钟

40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3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75分钟

90分钟

75分钟

65分钟

70分钟

65分钟

75分钟

70分钟

70分钟

6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50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50分钟

35分钟

40分钟

35分钟

50分钟

交通工具：乘坐汽车
(以利用交费公路为前提)

设施名称 地区

机场 酒店区域

宮古·石垣 市内中心部 度假村地区

石垣八重山村

宫古岛港湾船游Mont Blanc

石垣市

宫古岛市

2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5分钟

15分钟

20分钟

交通工具:乘坐汽车

冲绳本岛

宫古岛石垣岛
西表岛



冲绳县
冲绳县文化观光体育部观光整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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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Division
1-2-2 Izumizaki, Naha, Okinawa, 900-8570
TEL:+81-98-866-2077  FAX:+81-98-866-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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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财团法人冲绳观光会议局（OCVB）总公司
邮编901-0152 冲绳县那霸市字小禄1831-1　冲绳产业支援中心2楼
电话:098-859-6130　传真:098-859-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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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绳MICE特别会场导游手册
发行日期201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