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沖繩縣
沖繩縣文化觀光體育部觀光整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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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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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財團法人沖繩觀光會議局（OCVB）總公司
郵遞區號901-0152 沖繩縣那霸市字小祿1831-1　沖繩產業支援中心2樓
電話:098-859-6130　傳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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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MICE特別會場導覽手冊



在沖繩享受
「雀躍」樂趣！

即便是商務旅遊，

如果您的目的地是沖繩，那一定會感受到自己好像是在休假！

在洋溢著南國度假村氛圍中，

不論是參加者、主辦方，

還是利用工作或是自由時間人士能匯聚於此

共享活力樂趣的是沖繩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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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活力樂趣的是沖繩 MICE。

MICE   OKINAWAIN

在擁有世界遺產、文化設施、

自然景觀等非日常性特殊感的

場所舉行各種活動、派對，光

是這些就能給人帶來很多驚奇

和感動。但是，在沖繩的 MICE

還可以享受具有特殊感場所＋α

的體驗以及喜悅、樂趣。無論

是在硬件還是軟件方面都是以

歷史、文化、自然為主體，開

展「特別會場」＋「一流度假飯

店的服務」、「傳統藝術」、「文

化體驗」、「異國文化」、「環保

活動」、「娛樂活動」等的各種

活動項目。透過各種不同的組

合，可以在充滿沖繩情趣中渡

過充實而有趣的時間。沖繩縣

為在特別會場舉行激情 MICE

活動提供支援。

具有特殊感的場所＋α的「活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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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勝連城遺跡是琉球王朝最古老的城堡之遺跡。在雄偉的城牆前舉辦正
規的晚餐會。當頒獎人、代表者等主角們從城堡上部利用緩坡石階入場時，就
像威嚴的國王和幻想之美景，將會場的氣氛推向高潮。此外，透過由當地的中
學和高中生表演的描述勝連城最後一位城主半生的沖繩版音樂舞劇、歌曲、舞
蹈的正宗傳統文化，重現琉球王朝時代款待賓客的情景。

讓人追憶王朝時代
震撼人心的精彩演出方案

以世界遺產為舞台
表演傳統藝術
感受最高級琉球式款待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世界遺產 勝連城遺跡

接 受 方 的 心 聲

精彩點！

由當地的中學和高中生表演的沖繩
版音樂舞劇「肝高的阿麻和利」非
常精彩，看了好幾次每次都感動得
催人淚下。請您務必觀賞在穿越時
空的城前表演的歷史傳說舞劇。

宇流麻市
觀光物產協會

町田 佳子女士

具有重大價值的世界遺產無疑會將派
對活動的特殊感氣氛推向高潮，在非
日常空間舉辦的活動，會讓參加者們
的交流更加火熱，而這一切會給您留
下難以忘卻的記憶。派對活動前可以
先參觀城跡或從高台眺望四周景觀，
在日落後的燈光通明的城牆前，讓人

沉浸於瀰漫著幻想氛圍中享受派對活
動之情趣。除了提供正規晚餐外，還
有立食便餐、攤子等各種風格不同的
餐食。此外，根據客人的預算，採用
立體映射技術將企業標誌投影在世界
遺產上等演出，使士氣更加高漲。

1 2 3

當地中學和高中生表演的「肝高
的阿麻和利」舞劇已被列入日本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聯盟第一屆項目未
來遺產。

1

提供全套西餐料理、自助餐、雞尾
酒會。如有其它要求時請諮詢我們。
2

可以安排客人觀賞以城牆為背景的
沖繩傳統的 EISA 太鼓舞、琉球舞蹈、
獅子舞以及民謠等很多舞蹈表演。

3

迄今為止的實績①　MICE×傳統藝術

適合舉辦頒獎激勵晚宴的項目。由沖繩縣內有名
飯店的廚師烹製的勝連城遺跡 MICE 特別菜單。
一邊品嚐美味可口的全套西餐料理，一邊欣賞傳
統文化的舞劇表演。這是一個華麗而高規格的晚
宴。

迄今為止的實績②　MICE×音樂會

用作舉行「世界年輕人沖繩縣民大會」的最後歡
聚會場。在燈火通明的城牆前的舞台，表演當地
的傳統藝術以及由多名歌手分別登台熱唱，氣氛
火爆。播放大音量的舞曲還可使會場成為舞池，
由打破國界、語言障礙的年輕人匯聚在一起共享
歡樂。

豪華的正規晚餐會方案

室外音樂會會場
城跡節也深受好評

宇流麻市勝連南風原3908

098-978-7373

【地　　點】

【電　　話】

098-978-7373

9:00 ～ 21:00

無

座席 200 名、立食約 500 名

http://katsurenmice.jp/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世界年輕人沖繩縣民大會
　最後歡聚
●各種活動後的派對活動

實績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〇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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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牛場

充滿臨場感的鬥牛場
可以自由調整會場佈局的
巨蛋型格鬥場COLOS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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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調整會場佈局的
巨蛋型格鬥場COLOSSEUM

1 2 3

沖繩的鬥牛是指牛和牛的相鬥。需
要觀看作為 MICE 活動中一項精彩節
目的鬥牛表演，請諮詢我們。

1

便於安排會場設置，大小適中的巨
蛋型會場。最適合舉辦自由自在的活
動。

2

傳統藝術的娛樂活動充實豐富。鏗
鏘有力的 EISA 太鼓舞，會將會場氣氛
推向高潮。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簡練的巨蛋型會場，適合舉辦受獎表
彰、展示會、音樂會、格鬥比賽等的
活動會場。根據舉辦目的可以簡單的
安排會場，讓人感受巨蛋型會場特有
的臨場感和整體感。在此可以盡情享
受宇流麻市盛行的 EISA 太鼓舞以及地
區特色濃郁的各種娛樂活動，在活動

之餘還可以體驗沖繩文化的樂趣。利
用會場的特點，可以設置祭節風格的
攤子村或立食聚酒會。由於會場靠近
沖繩自動車道的出入口，交通非常方
便。

●國際企業的公司內表彰派對活動
●龍神之宴 2016

實績

(石川多目的巨蛋)

沖繩鬥牛的歷史相當悠久。石川多目的巨蛋是沖繩縣內獨一無二的巨蛋型
鬥牛場，深受人們的青睞。帶屋頂全天候型，可容納觀眾 3,500 名，360
度的觀眾席等，而且使用簡便，可舉辦各種活動。作為精彩項目，有歷史
文化的演講、鬥牛表演，紀念攝影等。此外，還可對應騎牛入場、鬥牛的
紅白戰等的企劃，需要者請諮詢我們。

360 度研缽狀巨蛋型
最適合舉辦各種活動會場

宇流麻市石川2298-1

098-978-0077
(一般社團法人宇流麻市觀光物產協會)

【地　　點】

【電　　話】

098-978-1177

需要商談

需要商談

3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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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福州園福州園

在重現中國文化洋溢異國情趣的空間
舉行迴遊式庭園派對活動
在重現中國文化洋溢異國情趣的空間
舉行迴遊式庭園派對活動

1 2 3

琉球王朝時代用來招待國賓的琉球
舞蹈。透過傳統音樂及舞蹈重現了琉
球王朝時代盛情款待賓客的情景。

1

提供逛遊中國風味小吃攤林立的
「琉華夜市」方案。使用沖繩食材的台
灣、中華風味的料理琳瑯滿目。

2

由小橋、瀑布、水池構成的景觀是庭
園內最富有生氣的。眺望滿月之夜的美
景會讓人驚嘆不已。

3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是一個無論是整體的景觀，還
是精雕細琢的建築物都會讓人讚
不絕口的美麗庭園。利用洋溢著
庭園情趣的環境，建議可在此舉
行高雅的茶話會、賞月會、歌會、
音樂會等活動。

福州園

千住 直廣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沖繩的鬥牛與人有著很深的信賴
關係，大多數鬥牛平時都很老實
聽話。除了場所使用外，我們還
想提案一個透過與牛接觸感受快
樂的活動。

宇流麻市觀光物產協會

鈴木 建太朗先生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2,600 坪的福州園與那霸市的商業街
毗鄰，擁有園內寬廣和上街便利的優
越條件。使用福州市生產的石材、木
材及磚瓦，在當地匠人的指導下建成
的正規的中國庭園，盡情暢遊沖繩後，
可帶著新鮮感進行享樂的設施。中國
樂器二胡的演奏、表演琉球舞蹈等的

傳統藝術，可以提供立食自助餐、利
用 攤 子 展 現 夜 市 景 象 的「琉 華 夜 市」
的特色方案等，還可提供各種飲食方
案。利用整個迴遊式園內可以自由安
排，是一個可以享受各種企劃活動的
會場。

●旅行公司主辦 賞月會之旅
●招聘學會主辦者關鍵人物
　視訊派對活動
●超級月亮觀賞會
●中秋賞月會
●春季音樂節

實績

作為友好關係的象徵而建造的庭園。採用傳統方法表現古代中國的雄偉自
然風景及建築物，庭園內的季節樹木及花草演繹出迷人的四季景觀。身居
沖繩卻能體驗亦成為沖繩歷史背景的古老美好的中國文化，感受穿越時空
的樂趣。利用寬廣的園內，演出精心設計的派對活動。

與商業街毗鄰的世外桃源
穿越時空的MICE空間

那霸市久米2-29-19

098-943-6078

【地　　點】

【電　　話】

098-943-6003

18:00～21:00

週三(週三為國定假日時改為第二天）

人數根據方案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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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提供：宇流麻市

提供:宇流麻市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鬥牛場

充滿臨場感的鬥牛場
可以自由調整會場佈局的
巨蛋型格鬥場COLOSSEUM

充滿臨場感的鬥牛場
可以自由調整會場佈局的
巨蛋型格鬥場COLOSSEUM

1 2 3

沖繩的鬥牛是指牛和牛的相鬥。需
要觀看作為 MICE 活動中一項精彩節
目的鬥牛表演，請諮詢我們。

1

便於安排會場設置，大小適中的巨
蛋型會場。最適合舉辦自由自在的活
動。

2

傳統藝術的娛樂活動充實豐富。鏗
鏘有力的 EISA 太鼓舞，會將會場氣氛
推向高潮。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簡練的巨蛋型會場，適合舉辦受獎表
彰、展示會、音樂會、格鬥比賽等的
活動會場。根據舉辦目的可以簡單的
安排會場，讓人感受巨蛋型會場特有
的臨場感和整體感。在此可以盡情享
受宇流麻市盛行的 EISA 太鼓舞以及地
區特色濃郁的各種娛樂活動，在活動

之餘還可以體驗沖繩文化的樂趣。利
用會場的特點，可以設置祭節風格的
攤子村或立食聚酒會。由於會場靠近
沖繩自動車道的出入口，交通非常方
便。

●國際企業的公司內表彰派對活動
●龍神之宴 2016

實績

(石川多目的巨蛋)

沖繩鬥牛的歷史相當悠久。石川多目的巨蛋是沖繩縣內獨一無二的巨蛋型
鬥牛場，深受人們的青睞。帶屋頂全天候型，可容納觀眾 3,500 名，360
度的觀眾席等，而且使用簡便，可舉辦各種活動。作為精彩項目，有歷史
文化的演講、鬥牛表演，紀念攝影等。此外，還可對應騎牛入場、鬥牛的
紅白戰等的企劃，需要者請諮詢我們。

360 度研缽狀巨蛋型
最適合舉辦各種活動會場

宇流麻市石川2298-1

098-978-0077
(一般社團法人宇流麻市觀光物產協會)

【地　　點】

【電　　話】

098-978-1177

需要商談

需要商談

30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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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福州園福州園

在重現中國文化洋溢異國情趣的空間
舉行迴遊式庭園派對活動
在重現中國文化洋溢異國情趣的空間
舉行迴遊式庭園派對活動

1 2 3

琉球王朝時代用來招待國賓的琉球
舞蹈。透過傳統音樂及舞蹈重現了琉
球王朝時代盛情款待賓客的情景。

1

提供逛遊中國風味小吃攤林立的
「琉華夜市」方案。使用沖繩食材的台
灣、中華風味的料理琳瑯滿目。

2

由小橋、瀑布、水池構成的景觀是庭
園內最富有生氣的。眺望滿月之夜的美
景會讓人驚嘆不已。

3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是一個無論是整體的景觀，還
是精雕細琢的建築物都會讓人讚
不絕口的美麗庭園。利用洋溢著
庭園情趣的環境，建議可在此舉
行高雅的茶話會、賞月會、歌會、
音樂會等活動。

福州園

千住 直廣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沖繩的鬥牛與人有著很深的信賴
關係，大多數鬥牛平時都很老實
聽話。除了場所使用外，我們還
想提案一個透過與牛接觸感受快
樂的活動。

宇流麻市觀光物產協會

鈴木 建太朗先生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2,600 坪的福州園與那霸市的商業街
毗鄰，擁有園內寬廣和上街便利的優
越條件。使用福州市生產的石材、木
材及磚瓦，在當地匠人的指導下建成
的正規的中國庭園，盡情暢遊沖繩後，
可帶著新鮮感進行享樂的設施。中國
樂器二胡的演奏、表演琉球舞蹈等的

傳統藝術，可以提供立食自助餐、利
用 攤 子 展 現 夜 市 景 象 的「琉 華 夜 市」
的特色方案等，還可提供各種飲食方
案。利用整個迴遊式園內可以自由安
排，是一個可以享受各種企劃活動的
會場。

●旅行公司主辦 賞月會之旅
●招聘學會主辦者關鍵人物
　視訊派對活動
●超級月亮觀賞會
●中秋賞月會
●春季音樂節

實績

作為友好關係的象徵而建造的庭園。採用傳統方法表現古代中國的雄偉自
然風景及建築物，庭園內的季節樹木及花草演繹出迷人的四季景觀。身居
沖繩卻能體驗亦成為沖繩歷史背景的古老美好的中國文化，感受穿越時空
的樂趣。利用寬廣的園內，演出精心設計的派對活動。

與商業街毗鄰的世外桃源
穿越時空的MICE空間

那霸市久米2-29-19

098-943-6078

【地　　點】

【電　　話】

098-943-6003

18:00～21:00

週三(週三為國定假日時改為第二天）

人數根據方案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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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提供：宇流麻市

提供:宇流麻市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這裡經過數十萬年歲月和自然的造化之功形成的山谷。入口寬敞約有 600
平方公尺的奇蹟般的會場，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特別會場享有盛名。從鐘
乳洞的天井滴下的水珠、剝落的岩石表面以及自由生息的小生命。在這就
像踏入了地球內部的神秘場所，享受盛情款待的高規格的飯店服務及欣賞
流行音樂等樂趣。

全世界的會議企劃者
矚目的天然鐘乳洞

感受地球跳動與數十萬年時光流逝的
神祕洞窟派對
感受地球跳動與數十萬年時光流逝的
神祕洞窟派對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Gangala 山谷Gangala 山谷

就像進入了太古世界的時空轉換的獨
一無二的奇特空間。因為天然鐘乳洞
本身就給人強烈的印像，無論是舉辦
派對，還是音樂會都會給人留下難以
忘卻的印像。與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毗
鄰，沖繩的魅力全部匯聚於此，是沖
繩屈指可數的觀光設施。不需要乘坐

巴士移動，在派對開始前只在一個園
區就可以完成觀光、文化體驗、購物。
另外，還可舉辦多個由著名歌唱家表
演的音樂會，該設施有著榮獲各類獎
項實績和豐富的業務經驗，可以安心
委託。

1 2 3

通常以咖啡館的營業為主，還舉辦
圖板展示、攝影展等。扣人心弦的展
示會深受好評。

1

利用飯店的送餐服務提供全套西式
晚餐。可享受熱情款待的一流服務。
2

從地上走下會場洞窟的路程中，就
像被邀入外星世界讓人感到神秘莫測。
3

迄今為止的實績①  MICE×音樂

有很多音樂家、歌唱家都喜歡將 Gangala 山谷
作為舉辦現場音樂會的會場。這裡能感受到洞窟
獨有的莊嚴氣氛、封閉空間中的整體感、清脆的
音響聲。在此可以享受一邊就餐一邊欣賞從古典
音樂到俱樂部音樂演奏以及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
各種樂趣。

迄今為止的實績②　MICE×Gangala山谷導遊

請您務必體驗一次巡遊山谷的導遊路線。通常是
與導遊一起巡遊山澗森林約 1 小時 20 分鐘的徒
步路線，根據參加人數、年齡層、活動日程也可
以安排 10 ～ 30 分鐘左右的路線。這是一個可以
盡情體驗 Gangala 山谷魅力的方案。

由音樂家選出的
洞窟音樂舞台

進入MICE會場之前
隨導遊去巡遊太古森林

南城市玉城字前川 202

098-948-4192

【地　　點】

【電　　話】

派對方案 18:00 ～ 21:00 之間的 2 小時

租借大廳 15:00 ～ 22:00

無

座席 100 名、立食 180 名 ( 派對 )

座席 350 名、立席 600 名 ( 音樂會等 )

http://www.caveparty.jp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航空公司商品說明會歡迎活動
●韓國保險公司迪斯科舞派對活動
●電氣廠家越南分公司派對活動
●汽車相關公司派對活動
●醫療行業公司獎勵和派對活動
●資訊服務公司宴席派對活動

實績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可商談 可商談 包租 〇

接 受 方 的 心 聲

精彩點！

最近幾年，MICE實績有了明顯提
昇，硬軟件方面都很充實完善。每
次的演出都能從中獲得新奇不同的
感動，努力實現內容豐富的提案和
提高服務質量的目標。

Gangala山谷
事業所長

高橋 巧先生



這裡經過數十萬年歲月和自然的造化之功形成的山谷。入口寬敞約有 600
平方公尺的奇蹟般的會場，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特別會場享有盛名。從鐘
乳洞的天井滴下的水珠、剝落的岩石表面以及自由生息的小生命。在這就
像踏入了地球內部的神秘場所，享受盛情款待的高規格的飯店服務及欣賞
流行音樂等樂趣。

全世界的會議企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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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祕洞窟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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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ala 山谷Gangala 山谷

就像進入了太古世界的時空轉換的獨
一無二的奇特空間。因為天然鐘乳洞
本身就給人強烈的印像，無論是舉辦
派對，還是音樂會都會給人留下難以
忘卻的印像。與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毗
鄰，沖繩的魅力全部匯聚於此，是沖
繩屈指可數的觀光設施。不需要乘坐

巴士移動，在派對開始前只在一個園
區就可以完成觀光、文化體驗、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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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板展示、攝影展等。扣人心弦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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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飯店的送餐服務提供全套西式
晚餐。可享受熱情款待的一流服務。
2

從地上走下會場洞窟的路程中，就
像被邀入外星世界讓人感到神秘莫測。
3

迄今為止的實績①  MICE×音樂

有很多音樂家、歌唱家都喜歡將 Gangala 山谷
作為舉辦現場音樂會的會場。這裡能感受到洞窟
獨有的莊嚴氣氛、封閉空間中的整體感、清脆的
音響聲。在此可以享受一邊就餐一邊欣賞從古典
音樂到俱樂部音樂演奏以及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
各種樂趣。

迄今為止的實績②　MICE×Gangala山谷導遊

請您務必體驗一次巡遊山谷的導遊路線。通常是
與導遊一起巡遊山澗森林約 1 小時 20 分鐘的徒
步路線，根據參加人數、年齡層、活動日程也可
以安排 10 ～ 30 分鐘左右的路線。這是一個可以
盡情體驗 Gangala 山谷魅力的方案。

由音樂家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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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保險公司迪斯科舞派對活動
●電氣廠家越南分公司派對活動
●汽車相關公司派對活動
●醫療行業公司獎勵和派對活動
●資訊服務公司宴席派對活動

實績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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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MICE實績有了明顯提
昇，硬軟件方面都很充實完善。每
次的演出都能從中獲得新奇不同的
感動，努力實現內容豐富的提案和
提高服務質量的目標。

Gangala山谷
事業所長

高橋 巧先生



以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的主要景點「黑潮之海」水槽正面作為 MICE 會場進
行利用。會場座落在隔著高 8.2 公尺 × 寬 22.5 公尺巨大的壓克力玻璃面板
看到的藍色世界中，讓人有身居海中的感覺。鯨鯊、鬼蝠魟以及種類繁多
的魚兒們在水槽中悠然自得地游泳身姿讓人陶醉，竟然會不知不覺的忘卻
時光的流逝，在充滿猶如童話般的幻想中享受優雅宴會之樂趣。

在深藍色的世界舉辦
引人入勝的派對活動

以巨大的水槽為舞台
魚群在翩翩起舞
龍宮城的熱情款待

以巨大的水槽為舞台
魚群在翩翩起舞
龍宮城的熱情款待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以「與沖繩大海相
會」為主題，館內為從珊瑚礁的淺灘
流入海上的黑潮而後深深潛入深海的
結構設計。最大規模的高 10 公尺、寬
35 公尺、深 27 公尺，容量 7,500 立
方公尺的「黑潮之海」水槽的正面空
間成為 MICE 會場。魚類中最大的鯨

鯊與巨大鱝類的鬼蝠魟在水中游弋的
姿態以及生氣勃勃的迴游魚們的群游
景象非常壯觀，讓人驚嘆不已。可以
和鯨鯊一起攝影的機會很多，參加者
們在此可以拍攝美好的紀念照片。

1 2 3

考慮到對水槽中的魚兒的影響，
盡量減少使用燈光照明，水槽的燈光
和蠟燭的光亮給人一種奇妙的幻想。

1

料理有立食自助餐、正式全套西
餐等，可以讓近鄰飯店提供送餐服
務。

2

讓大人們也為之興奮和感動的巨
大水槽。多姿多彩的魚兒讓人陶醉，
就彷彿走進了迷人的海洋世界。

3

迄今為止的實績  MICE×演藝節目

在「黑潮之海」水槽前設置舞台，可以表演琉球舞蹈、民謠，演奏爵士樂以及古典音樂。
以魚兒為伴舞者的琉球舞蹈就像龍宮城的仙女非常優美。演奏爵士樂以及古典音樂時，就
好像魚兒也在隨著歌曲、音樂翩翩起舞，讓參加者們感到非常快樂。

以魚兒為伴舞者提供豐富多彩的演藝節目

國頭郡本部町字石川 424

0980-48-3748

【地　　點】

【電　　話】

0980-48-4444

18:30 ～ 22:30（包括設置、準備、正式開始、離開、打掃整理）

10 ～ 2 月底（休館日、多客日及水族館規定日除外）

12 月的第一個週三和第二天

立食約 100 名、座席約 70 名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各企業的週年派對活動
●國際會議和學會等後的派對活動

實績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接 受 方 的 心 聲

精彩點！

以鯨鯊、鬼蝠魟等在悠然游弋的「黑
潮之海」水槽為背景，在充滿身居
海 中 之 幻 想 的 氛 圍 中 可 以 舉 辦
MICE派對活動。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飼養員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以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的主要景點「黑潮之海」水槽正面作為 MICE 會場進
行利用。會場座落在隔著高 8.2 公尺 × 寬 22.5 公尺巨大的壓克力玻璃面板
看到的藍色世界中，讓人有身居海中的感覺。鯨鯊、鬼蝠魟以及種類繁多
的魚兒們在水槽中悠然自得地游泳身姿讓人陶醉，竟然會不知不覺的忘卻
時光的流逝，在充滿猶如童話般的幻想中享受優雅宴會之樂趣。

在深藍色的世界舉辦
引人入勝的派對活動

以巨大的水槽為舞台
魚群在翩翩起舞
龍宮城的熱情款待

以巨大的水槽為舞台
魚群在翩翩起舞
龍宮城的熱情款待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以「與沖繩大海相
會」為主題，館內為從珊瑚礁的淺灘
流入海上的黑潮而後深深潛入深海的
結構設計。最大規模的高 10 公尺、寬
35 公尺、深 27 公尺，容量 7,500 立
方公尺的「黑潮之海」水槽的正面空
間成為 MICE 會場。魚類中最大的鯨

鯊與巨大鱝類的鬼蝠魟在水中游弋的
姿態以及生氣勃勃的迴游魚們的群游
景象非常壯觀，讓人驚嘆不已。可以
和鯨鯊一起攝影的機會很多，參加者
們在此可以拍攝美好的紀念照片。

1 2 3

考慮到對水槽中的魚兒的影響，
盡量減少使用燈光照明，水槽的燈光
和蠟燭的光亮給人一種奇妙的幻想。

1

料理有立食自助餐、正式全套西
餐等，可以讓近鄰飯店提供送餐服
務。

2

讓大人們也為之興奮和感動的巨
大水槽。多姿多彩的魚兒讓人陶醉，
就彷彿走進了迷人的海洋世界。

3

迄今為止的實績  MICE×演藝節目

在「黑潮之海」水槽前設置舞台，可以表演琉球舞蹈、民謠，演奏爵士樂以及古典音樂。
以魚兒為伴舞者的琉球舞蹈就像龍宮城的仙女非常優美。演奏爵士樂以及古典音樂時，就
好像魚兒也在隨著歌曲、音樂翩翩起舞，讓參加者們感到非常快樂。

以魚兒為伴舞者提供豐富多彩的演藝節目

國頭郡本部町字石川 424

0980-48-3748

【地　　點】

【電　　話】

0980-48-4444

18:30 ～ 22:30（包括設置、準備、正式開始、離開、打掃整理）

10 ～ 2 月底（休館日、多客日及水族館規定日除外）

12 月的第一個週三和第二天

立食約 100 名、座席約 70 名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各企業的週年派對活動
●國際會議和學會等後的派對活動

實績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接 受 方 的 心 聲

精彩點！

以鯨鯊、鬼蝠魟等在悠然游弋的「黑
潮之海」水槽為背景，在充滿身居
海 中 之 幻 想 的 氛 圍 中 可 以 舉 辦
MICE派對活動。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飼養員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東南植物樂園東南植物樂園

寬廣土地上的珍貴植物
歡迎光臨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
超級植物樂園MICE！

寬廣土地上的珍貴植物
歡迎光臨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
超級植物樂園MICE！

1 2 3

可從 3 個廣場中選擇舉辦遊園派
對活動。從小規模到大規模可以按照
客人需要進行籌劃。

1

料理由樂園專屬廚師根據客人要
求提供花樣繁多的菜單。使用自家製
香草的菜單色香俱全深受好評。

2

團隊建設是在大自然中透過活動
身體來溝通交流，構築團結力和信賴
關係，同時還能培養個人的主體性。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靠近沖繩自動車道的出入口，交通非
常 方 便，前 往 機 場、飯 店 都 很 順 利。
使用自然素材運動身體的團隊建設項
目很豐富，也受到喜愛運動的國外企
業參加者的好評。員工旅行、獎勵旅
行時，透過開展團隊的娛樂活動來加
深友好和睦關係，可以利用派對舉行

表彰儀式等演出各種活動。帳篷及餐
廳充實完備，即使下雨天也不用擔心。
這裡還被用作舉辦當地企業的家族活
動、聯歡會，作為大人小孩可以一起
享受樂趣的設施而深受喜愛。

●製藥企業的激勵派對活動
●日本國內企業的園內運動會和派對活動

實績

在 4 萬 5 千坪的土地上花費 40 年以上的歲月裁培了從國內外收集來的
1,300 種以上的亞熱帶和熱帶的植物，展示栽種狀態下的自然造型美。在
能將瀕臨滅絕物種等稀少價值高的植物培育的生氣勃勃的奇蹟般樂園可以
舉辦 1,500 名規模的遊園會、各種活動、展示會。此外，還可提供多數使
用植物的團隊建設項目。

日本外國都沒有
世界獨此一家的動植物生息樂園

沖繩市知花2146

098-939-2555

【地　　點】

【電　　話】

098-939-2564

週日～週四 9:00 ～ 18:00（入園截止時間到 17:00）／

週五、週六、國定假日的前一天 9:00 ～ 22:00（入園截止時間到 21:00）

無

（大王椰子廣場）立食 1500 名

（FRIENDS）立食 360 名、圓桌 2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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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那霸市通堂町 2-1
那霸碼頭船客運站 1 樓
098-866-0489
098-867-3489
http://www.westmarine.co.jp/

Moby Dick( 白鯨 ) 號是一艘大型
船舶，航行平穩很少有晃動。在
餐廳區可以舉辦展示會、插花講
座，在露天甲板舉行各種典禮等，
利用寬敞的船內還可以舉行各種
活動和派對活動。

沖繩本島唯一的
遊船餐廳

從機場約 10 分鐘車程就可到達乘船碼頭，附
近有多家飯店，距離國際通等繁華街很近，遊
船前後的移動也很方便。一邊欣賞美麗的沖繩
之海，一邊飽嘗猶如在度假地的樂趣。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8:00 ～ 20:30（受理預訂時間）
每日運航（每年 1 次因進塢停止運航）
2 樓餐廳區 座席 200 名／
3 樓露天甲板 座席 10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晚宴和午餐派對活動
還可以舉辦展示會、活動會
變換心情的船上 MICE

晚宴和午餐派對活動
還可以舉辦展示會、活動會
變換心情的船上 MICE

晚宴遊船 Moby Dick(白鯨)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裡培育著很多讓植物學家、植
物 愛 好 者 也 驚 嘆 不 已 的 珍 貴 植
物。園內有日本唯一的亞歷山大
椰樹街、猴麵包樹、四季艷彩花
卉等，還有很多攝影景點，讓參
觀者們流連忘返。

東南植物樂園
營業部

新城 卓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在寧靜的海灣中航行的遊船，可
將晃動度控制在最小限度。提供
5 種套餐料理和自助餐、BBQ、
芝士火鍋等季節性料理。

West Marine

久手堅 憲太先生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宮古島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候船站）2樓
0980-72-6641
0980-79-0408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清澈的大海，從船上可以看到游
動的魚兒、珊瑚礁，運氣好的話，
還 可 以 看 見 海 龜。從 下 甲 板 的
Aqua View( 海景艙 ) 可以觀望海
中景象。在一望無際的天空和大
海中享受別具一格的派對樂趣。

與魚兒、海龜相會
午餐船遊

船內裝飾華麗莊嚴且很高雅，讓人想起傳統的
英國客船。餐食有日式和西式自助餐，還可追
加特產品菜單，需要時請諮詢我們。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8:00 ～ 18:00
不定休
300 名・
午餐船遊 6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在蔚藍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觀賞樂趣的
宮古島的船上派對

在蔚藍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觀賞樂趣的
宮古島的船上派對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除 了 觀 賞 海 中 景 象 的 午 餐 船 遊
外，還有可眺望伊良部大橋的早
餐船遊以及欣賞夕陽美景的晚餐
船遊等，可配合您的時間介紹絕
美景點。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神山 浩也先生



東南植物樂園東南植物樂園

寬廣土地上的珍貴植物
歡迎光臨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
超級植物樂園MICE！

寬廣土地上的珍貴植物
歡迎光臨日本國內最大規模的
超級植物樂園MICE！

1 2 3

可從 3 個廣場中選擇舉辦遊園派
對活動。從小規模到大規模可以按照
客人需要進行籌劃。

1

料理由樂園專屬廚師根據客人要
求提供花樣繁多的菜單。使用自家製
香草的菜單色香俱全深受好評。

2

團隊建設是在大自然中透過活動
身體來溝通交流，構築團結力和信賴
關係，同時還能培養個人的主體性。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靠近沖繩自動車道的出入口，交通非
常 方 便，前 往 機 場、飯 店 都 很 順 利。
使用自然素材運動身體的團隊建設項
目很豐富，也受到喜愛運動的國外企
業參加者的好評。員工旅行、獎勵旅
行時，透過開展團隊的娛樂活動來加
深友好和睦關係，可以利用派對舉行

表彰儀式等演出各種活動。帳篷及餐
廳充實完備，即使下雨天也不用擔心。
這裡還被用作舉辦當地企業的家族活
動、聯歡會，作為大人小孩可以一起
享受樂趣的設施而深受喜愛。

●製藥企業的激勵派對活動
●日本國內企業的園內運動會和派對活動

實績

在 4 萬 5 千坪的土地上花費 40 年以上的歲月裁培了從國內外收集來的
1,300 種以上的亞熱帶和熱帶的植物，展示栽種狀態下的自然造型美。在
能將瀕臨滅絕物種等稀少價值高的植物培育的生氣勃勃的奇蹟般樂園可以
舉辦 1,500 名規模的遊園會、各種活動、展示會。此外，還可提供多數使
用植物的團隊建設項目。

日本外國都沒有
世界獨此一家的動植物生息樂園

沖繩市知花2146

098-939-2555

【地　　點】

【電　　話】

098-939-2564

週日～週四 9:00 ～ 18:00（入園截止時間到 17:00）／

週五、週六、國定假日的前一天 9:00 ～ 22:00（入園截止時間到 21:00）

無

（大王椰子廣場）立食 1500 名

（FRIENDS）立食 360 名、圓桌 2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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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那霸市通堂町 2-1
那霸碼頭船客運站 1 樓
098-866-0489
098-867-3489
http://www.westmarine.co.jp/

Moby Dick( 白鯨 ) 號是一艘大型
船舶，航行平穩很少有晃動。在
餐廳區可以舉辦展示會、插花講
座，在露天甲板舉行各種典禮等，
利用寬敞的船內還可以舉行各種
活動和派對活動。

沖繩本島唯一的
遊船餐廳

從機場約 10 分鐘車程就可到達乘船碼頭，附
近有多家飯店，距離國際通等繁華街很近，遊
船前後的移動也很方便。一邊欣賞美麗的沖繩
之海，一邊飽嘗猶如在度假地的樂趣。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8:00 ～ 20:30（受理預訂時間）
每日運航（每年 1 次因進塢停止運航）
2 樓餐廳區 座席 200 名／
3 樓露天甲板 座席 10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MICE企劃者的心聲

晚宴和午餐派對活動
還可以舉辦展示會、活動會
變換心情的船上 MICE

晚宴和午餐派對活動
還可以舉辦展示會、活動會
變換心情的船上 MICE

晚宴遊船 Moby Dick(白鯨)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裡培育著很多讓植物學家、植
物 愛 好 者 也 驚 嘆 不 已 的 珍 貴 植
物。園內有日本唯一的亞歷山大
椰樹街、猴麵包樹、四季艷彩花
卉等，還有很多攝影景點，讓參
觀者們流連忘返。

東南植物樂園
營業部

新城 卓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在寧靜的海灣中航行的遊船，可
將晃動度控制在最小限度。提供
5 種套餐料理和自助餐、BBQ、
芝士火鍋等季節性料理。

West Marine

久手堅 憲太先生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〇 包租 〇

宮古島市平良字下里108-11
Marine Terminal（候船站）2樓
0980-72-6641
0980-79-0408
https://www.hayate-montblanc.com/

清澈的大海，從船上可以看到游
動的魚兒、珊瑚礁，運氣好的話，
還 可 以 看 見 海 龜。從 下 甲 板 的
Aqua View( 海景艙 ) 可以觀望海
中景象。在一望無際的天空和大
海中享受別具一格的派對樂趣。

與魚兒、海龜相會
午餐船遊

船內裝飾華麗莊嚴且很高雅，讓人想起傳統的
英國客船。餐食有日式和西式自助餐，還可追
加特產品菜單，需要時請諮詢我們。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8:00 ～ 18:00
不定休
300 名・
午餐船遊 6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在蔚藍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觀賞樂趣的
宮古島的船上派對

在蔚藍色天空和大海中
享受海中觀賞樂趣的
宮古島的船上派對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除 了 觀 賞 海 中 景 象 的 午 餐 船 遊
外，還有可眺望伊良部大橋的早
餐船遊以及欣賞夕陽美景的晚餐
船遊等，可配合您的時間介紹絕
美景點。

宮古島港灣船遊
Mont Blanc

神山 浩也先生



琉球村琉球村

100 多年前沖繩的村莊
表演傳統歌舞藝術
迎客場面熱鬧華麗

100 多年前沖繩的村莊
表演傳統歌舞藝術
迎客場面熱鬧華麗

1 2 3

在擁有大舞台和寬敞場地的室內
巨蛋劇場內，可以同時享受飲食和娛
樂的樂趣。

1

燒烤整頭縣產豬，然後當場切分給
客人等，無論是味道還是色澤都能給
人留下強烈印像的創作自助餐料理。

2

包租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方案，
可以一邊傾聽三弦琴 ( 沖繩樂器 ) 的
現場演出，一邊品嚐創作琉球料理。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室內設有小巨蛋劇場，即使下雨天也照
樣能演出精彩節目的設施。小巨蛋劇場
設有放映機，可以放映電影以及舉辦表
彰儀式等各種活動。此外，提供講究使
用新鮮安全的當地食材，發揮食材本身
的特點做成的創作料理，根據人數、規
模、派對形式予以靈活對應。包租方案

中包括體驗琉球服裝、工藝體驗活動等，
參加者可以在此充分享受各種樂趣。國
家指定的有形文化遺產的真物古民房洋
溢著古色古香的氛圍，將整個設施打造
成一個寬敞舒適的空間，讓派對成為讓
人那難以忘懷的特別活動。

●國外團體的獎勵旅遊、
　活動後的派對活動
●員工旅遊在古民房的派對方案
●學會、大會後的派對活動
　(250 ～ 300 名規模 )

實績

將被指定為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移建園內，重現 100 多年前的沖繩村莊的
文化主題公園。可以包下古民房進行舒適寬鬆的聚餐、想舉辦 300 名規模的
派對活動可以包下巨蛋劇場，還可以包下園內等充分享受傳統藝術的樂趣，
按照客人要求可以安排各種方案。根據進展狀況、企劃內容租借服裝，透過
與參加者一起演出可以將活動推向高潮，需要者請諮詢我們。

在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
體驗時光旅遊

國頭郡恩納村山田 1130

098-965-1234

【地　　點】

【電　　話】

098-965-3457

派對活動 18:00 ～ 

無

古民房 10 ～ 40 名　劇場 立食約 350 名、座席 2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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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傳 統 藝 術 是 由 本 村 人 員 進 行 表
演，可以靈活對應客人提出的各
種要求。不光只是欣賞，您還可
以 透 過 參 加 型 演 出 以 及 驚 奇 演
出，積極地去體驗各種情趣。

琉球村

仲松 誠先生

1 2 3

可以眺望落日絕景的戶外座位1
精釀啤酒除了有口味清爽的拉格啤

酒之外也有濃厚香氣的愛爾啤酒等共
五種類的啤酒可供選擇。可在享用啤
酒的同時一同品嘗與啤酒相當合拍的
啤酒蒸貝類料理等等。

2

活用可容納 280 名的空間與場地，
非常推薦舉辦宴會或是典禮。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從鄰近 MICE 會場的港口乘船，可以
邊體驗遊船的樂趣邊享受船上 PARTY
及美麗落日等等。遊船的安排可依顧
客的需求彈性規劃。
在充滿高級感及讓人放鬆氣氛的船內
餐廳，飯店出身的主廚不僅能提供正
統美味的料理也能靈活地接待重要的

貴賓、整體都讓人十分安心的複合型
餐廳類型。 ●國內外獎勵旅遊午宴、晚宴接待

●典禮舉行中的立食 PARTY
　（150 名規模）

實績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在充滿濃厚美式文化的北谷町中，請
享受沖繩獨特的食材以及特有的調理
方法結合下所提供的充滿高級感的美
味料理。 同時可以體驗到餐廳、釀酒
廠及雙體船的新式複合型設施唷 !

CHATAN HARBOR
BREWERY＆RESTAURANT

山田 和樹先生

CHATAN HARBOR 啤酒廠和餐廳CHATAN HARBOR 啤酒廠和餐廳

乘坐包租船
享樂短暫的自由時光的
船遊和晚餐

乘坐包租船
享樂短暫的自由時光的
船遊和晚餐

以啤酒釀造所為主，但同時可以享受到美味餐廳 &BAR 以及海上雙體船多種
樂趣的複合型設施。設置在店內的釀造區，讓顧客可以透過玻璃帷幕看到新
鮮啤酒的釀造過程，在享用 Original Draft Beer「Chatan Beer」的同時，
也可以大啖以燒烤為主的美式料理、海鮮以及大份量牛排。也能針對 MICE
專案規劃包船或是安排面向東海的臨海場地搭配美味的料理，替您的 MICE
貴賓提供絕佳的服務。

營造特別氛圍的私人船遊

中頭郡北谷町字美濱 53-1

098-926-1118

【地　　點】

【電　　話】

可商談

無

280名、船遊30名

http://www.chatanharbor.jp/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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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沖繩的村莊
表演傳統歌舞藝術
迎客場面熱鬧華麗

100 多年前沖繩的村莊
表演傳統歌舞藝術
迎客場面熱鬧華麗

1 2 3

在擁有大舞台和寬敞場地的室內
巨蛋劇場內，可以同時享受飲食和娛
樂的樂趣。

1

燒烤整頭縣產豬，然後當場切分給
客人等，無論是味道還是色澤都能給
人留下強烈印像的創作自助餐料理。

2

包租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方案，
可以一邊傾聽三弦琴 ( 沖繩樂器 ) 的
現場演出，一邊品嚐創作琉球料理。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室內設有小巨蛋劇場，即使下雨天也照
樣能演出精彩節目的設施。小巨蛋劇場
設有放映機，可以放映電影以及舉辦表
彰儀式等各種活動。此外，提供講究使
用新鮮安全的當地食材，發揮食材本身
的特點做成的創作料理，根據人數、規
模、派對形式予以靈活對應。包租方案

中包括體驗琉球服裝、工藝體驗活動等，
參加者可以在此充分享受各種樂趣。國
家指定的有形文化遺產的真物古民房洋
溢著古色古香的氛圍，將整個設施打造
成一個寬敞舒適的空間，讓派對成為讓
人那難以忘懷的特別活動。

●國外團體的獎勵旅遊、
　活動後的派對活動
●員工旅遊在古民房的派對方案
●學會、大會後的派對活動
　(250 ～ 300 名規模 )

實績

將被指定為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移建園內，重現 100 多年前的沖繩村莊的
文化主題公園。可以包下古民房進行舒適寬鬆的聚餐、想舉辦 300 名規模的
派對活動可以包下巨蛋劇場，還可以包下園內等充分享受傳統藝術的樂趣，
按照客人要求可以安排各種方案。根據進展狀況、企劃內容租借服裝，透過
與參加者一起演出可以將活動推向高潮，需要者請諮詢我們。

在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房
體驗時光旅遊

國頭郡恩納村山田 1130

098-965-1234

【地　　點】

【電　　話】

098-965-3457

派對活動 18:00 ～ 

無

古民房 10 ～ 40 名　劇場 立食約 350 名、座席 2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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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傳 統 藝 術 是 由 本 村 人 員 進 行 表
演，可以靈活對應客人提出的各
種要求。不光只是欣賞，您還可
以 透 過 參 加 型 演 出 以 及 驚 奇 演
出，積極地去體驗各種情趣。

琉球村

仲松 誠先生

1 2 3

可以眺望落日絕景的戶外座位1
精釀啤酒除了有口味清爽的拉格啤

酒之外也有濃厚香氣的愛爾啤酒等共
五種類的啤酒可供選擇。可在享用啤
酒的同時一同品嘗與啤酒相當合拍的
啤酒蒸貝類料理等等。

2

活用可容納 280 名的空間與場地，
非常推薦舉辦宴會或是典禮。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從鄰近 MICE 會場的港口乘船，可以
邊體驗遊船的樂趣邊享受船上 PARTY
及美麗落日等等。遊船的安排可依顧
客的需求彈性規劃。
在充滿高級感及讓人放鬆氣氛的船內
餐廳，飯店出身的主廚不僅能提供正
統美味的料理也能靈活地接待重要的

貴賓、整體都讓人十分安心的複合型
餐廳類型。 ●國內外獎勵旅遊午宴、晚宴接待

●典禮舉行中的立食 PARTY
　（150 名規模）

實績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在充滿濃厚美式文化的北谷町中，請
享受沖繩獨特的食材以及特有的調理
方法結合下所提供的充滿高級感的美
味料理。 同時可以體驗到餐廳、釀酒
廠及雙體船的新式複合型設施唷 !

CHATAN HARBOR
BREWERY＆RESTAURANT

山田 和樹先生

CHATAN HARBOR 啤酒廠和餐廳CHATAN HARBOR 啤酒廠和餐廳

乘坐包租船
享樂短暫的自由時光的
船遊和晚餐

乘坐包租船
享樂短暫的自由時光的
船遊和晚餐

以啤酒釀造所為主，但同時可以享受到美味餐廳 &BAR 以及海上雙體船多種
樂趣的複合型設施。設置在店內的釀造區，讓顧客可以透過玻璃帷幕看到新
鮮啤酒的釀造過程，在享用 Original Draft Beer「Chatan Beer」的同時，
也可以大啖以燒烤為主的美式料理、海鮮以及大份量牛排。也能針對 MICE
專案規劃包船或是安排面向東海的臨海場地搭配美味的料理，替您的 MICE
貴賓提供絕佳的服務。

營造特別氛圍的私人船遊

中頭郡北谷町字美濱 53-1

098-926-1118

【地　　點】

【電　　話】

可商談

無

280名、船遊30名

http://www.chatanharbor.jp/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纳人数】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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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現昔日風貌的
沖繩村落

在山原的山地
重現昔日風貌的
沖繩村落

1 2 3

享有人氣的石垣牛的涮牛肉套餐，
美味可口。一人一個火鍋，可以按自
己的吃法、喜好用餐。

1

在古民房村落表演的傳統藝術讓人
感受別具一格的氛圍。恬靜優雅的爵
士樂、古典音樂的音樂會值得推薦。

2

在中庭可以舉辦立食派對。燈光
是採用榮獲照明學會的優秀照明設施
九州支部長獎的照明，深受好評。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座落在萬籟俱寂的山谷處，包括四周
環境在內的村落整體形成了一幅沖繩
的原色風景。這是一個將古民房移建
而 成 的 珍 奇 設 施，它 既 可 用 作 參 觀，
還具有各種用途，房室內裝修的很漂
亮，而且舒適宜人，可以向各年齡層
的客人推薦。5 棟古民房根據使用目的

分別用作表彰儀式場、派對會場、事
務局休息室等，派對前還可以舉辦會
議、活動。中庭設有立食自助餐會場、
娛樂活動舞台、螢幕、放映機，可舉
行放映會等，根據客人需求靈活對應。

●國際會議後的派對活動
●企業獎勵活動古民房派對活動

實績

從名護市內進入山道，座落在遠離市街空間的庭園和古民房是一個重現了沖
繩原色風景的村落。這裡有 8 棟從沖繩各地移建和修復的 100 多年前建築
的世家，是一家沖繩蕎麥麵和琉球料理店。就好像將中庭圍落似的 5 棟古
民房排列構成的別庭，最適合用作派對會場。全部房屋都面向中庭，派對主
持人、致辭、娛樂活動等，透過庭園讓全體參加者都能感受一體感的魅力。

令人懷念的原色風景中的
和睦而熱鬧非凡的古民房宴席

名護市中山 90

0980-53-0280

【地　　點】

【電　　話】

0980-43-0102

白天 : 11:00 ～ 16:30

晚上 : 18:00 ～ 22:00

無

130 名

http://www.ufuya.com/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石垣市名藏967-1

0980-82-8798

0980-83-4620

http://www.yaimamura.com/

利用國家指定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
房，重現昔日八重山的村落房屋。
按各團隊分頭練習三板 ( 打樂器 )、
三線 ( 沖繩樂器 )、舞蹈，然後在
派對會場一起演奏和舞蹈等，透過
文化體驗，為團隊建設提供支持。

在獨特的時光流逝的石垣島
可以提高團結力的島MICE

國外企業的團體研修、企業旅行等，體驗和派
對的組合方案很有人氣。還舉辦由星空專家介
紹的星空觀賞會等各種企劃活動，需要者請諮
詢我們。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9:00～17:30

（也可提供晚餐）

無

需要商談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在石垣島的古民房 
體驗自然和文化，
團隊建設和派對活動

在石垣島的古民房 
體驗自然和文化，
團隊建設和派對活動

石垣八重山村

中頭郡讀谷村字高志保 1020-1
098-958-1111
098-958-1109
http://murasakimura.com/

利用曾經是電視劇的製作場地建
成的主題公園。場地內設有體驗工
房、琉球住宅的料亭、飯店、準天
然 ( 人工 ) 溫泉、會議室以及大廳，
設施俱全。整日可以在園內享受體
驗王朝文化的世外桃源的樂趣。

101種體驗項目和
琉球住宅派對活動

2000 年的沖繩八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G8 九州
沖繩峰會）中曾被利用的琉球住宅謝名亭，在不
設舞台的場地表演傳統歌舞，客人不僅能觀看欣
賞，還可以一起參加演出，享受同歡共舞的樂趣。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11:00 ～ 21:00
無
10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忠實再現了琉球王朝時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設施

忠實再現了琉球王朝時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設施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保存古民房的魅力，同時還採用
能讓客人舒適快樂的功能性內裝
修。座席全部為固定腳爐席和餐
桌，即使長時間坐著也照樣感受
到寬鬆舒適。

百年古家 大家

安里 勇哉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可以在園內工房享受體驗樂趣，也
可以去近鄰的農家嘗試收穫體驗，
或向當地的主婦學習家庭料理等，
這些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親身體驗深
受客人的好評。我們還可向 MICE
的團體客人提供各種服務。

體驗王國
MURASAKI MURA

國吉 潤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園 內 的 廣 場 可 舉 辦 各 種 音 樂 活
動、舞蹈發表會等。此外，還有
紅樹林的皮艇旅遊等的活動，有
助於提高凝聚力，值得向客人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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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現昔日風貌的
沖繩村落

在山原的山地
重現昔日風貌的
沖繩村落

1 2 3

享有人氣的石垣牛的涮牛肉套餐，
美味可口。一人一個火鍋，可以按自
己的吃法、喜好用餐。

1

在古民房村落表演的傳統藝術讓人
感受別具一格的氛圍。恬靜優雅的爵
士樂、古典音樂的音樂會值得推薦。

2

在中庭可以舉辦立食派對。燈光
是採用榮獲照明學會的優秀照明設施
九州支部長獎的照明，深受好評。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座落在萬籟俱寂的山谷處，包括四周
環境在內的村落整體形成了一幅沖繩
的原色風景。這是一個將古民房移建
而 成 的 珍 奇 設 施，它 既 可 用 作 參 觀，
還具有各種用途，房室內裝修的很漂
亮，而且舒適宜人，可以向各年齡層
的客人推薦。5 棟古民房根據使用目的

分別用作表彰儀式場、派對會場、事
務局休息室等，派對前還可以舉辦會
議、活動。中庭設有立食自助餐會場、
娛樂活動舞台、螢幕、放映機，可舉
行放映會等，根據客人需求靈活對應。

●國際會議後的派對活動
●企業獎勵活動古民房派對活動

實績

從名護市內進入山道，座落在遠離市街空間的庭園和古民房是一個重現了沖
繩原色風景的村落。這裡有 8 棟從沖繩各地移建和修復的 100 多年前建築
的世家，是一家沖繩蕎麥麵和琉球料理店。就好像將中庭圍落似的 5 棟古
民房排列構成的別庭，最適合用作派對會場。全部房屋都面向中庭，派對主
持人、致辭、娛樂活動等，透過庭園讓全體參加者都能感受一體感的魅力。

令人懷念的原色風景中的
和睦而熱鬧非凡的古民房宴席

名護市中山 90

0980-53-0280

【地　　點】

【電　　話】

0980-43-0102

白天 : 11:00 ～ 16:30

晚上 : 18:00 ～ 22:00

無

130 名

http://www.ufuya.com/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石垣市名藏967-1

0980-82-8798

0980-83-4620

http://www.yaimamura.com/

利用國家指定有形文化遺產的古民
房，重現昔日八重山的村落房屋。
按各團隊分頭練習三板 ( 打樂器 )、
三線 ( 沖繩樂器 )、舞蹈，然後在
派對會場一起演奏和舞蹈等，透過
文化體驗，為團隊建設提供支持。

在獨特的時光流逝的石垣島
可以提高團結力的島MICE

國外企業的團體研修、企業旅行等，體驗和派
對的組合方案很有人氣。還舉辦由星空專家介
紹的星空觀賞會等各種企劃活動，需要者請諮
詢我們。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9:00～17:30

（也可提供晚餐）

無

需要商談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在石垣島的古民房 
體驗自然和文化，
團隊建設和派對活動

在石垣島的古民房 
體驗自然和文化，
團隊建設和派對活動

石垣八重山村

中頭郡讀谷村字高志保 1020-1
098-958-1111
098-958-1109
http://murasakimura.com/

利用曾經是電視劇的製作場地建
成的主題公園。場地內設有體驗工
房、琉球住宅的料亭、飯店、準天
然 ( 人工 ) 溫泉、會議室以及大廳，
設施俱全。整日可以在園內享受體
驗王朝文化的世外桃源的樂趣。

101種體驗項目和
琉球住宅派對活動

2000 年的沖繩八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G8 九州
沖繩峰會）中曾被利用的琉球住宅謝名亭，在不
設舞台的場地表演傳統歌舞，客人不僅能觀看欣
賞，還可以一起參加演出，享受同歡共舞的樂趣。

【地　　點】
【電　　話】
【傳　　真】
【網　　址】

11:00 ～ 21:00
無
100 名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忠實再現了琉球王朝時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設施

忠實再現了琉球王朝時代的
城下街道面貌，
可提供住宿的逗留型設施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 包租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保存古民房的魅力，同時還採用
能讓客人舒適快樂的功能性內裝
修。座席全部為固定腳爐席和餐
桌，即使長時間坐著也照樣感受
到寬鬆舒適。

百年古家 大家

安里 勇哉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可以在園內工房享受體驗樂趣，也
可以去近鄰的農家嘗試收穫體驗，
或向當地的主婦學習家庭料理等，
這些與生活密切相關的親身體驗深
受客人的好評。我們還可向 MICE
的團體客人提供各種服務。

體驗王國
MURASAKI MURA

國吉 潤先生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園 內 的 廣 場 可 舉 辦 各 種 音 樂 活
動、舞蹈發表會等。此外，還有
紅樹林的皮艇旅遊等的活動，有
助於提高凝聚力，值得向客人推
薦。

石垣八重山村

住吉 隆治先生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在琉球的名築城家建造的
最高傑作座喜味城
舉辦華麗而恬靜的遊宴

在琉球的名築城家建造的
最高傑作座喜味城
舉辦華麗而恬靜的遊宴

1 2 3

進入會場時，還可欣賞保護城門
的棍術護衛表演。重現保衛城內的和
平、堅不可摧的城堡風貌。

1

以城牆為背景，表演穿越時代傳
承下來的各種傳統藝術。和參加者一
起共享歡樂。

2

提供身穿琉球服裝，可以自由散
步的方案。色彩鮮豔華麗的和服深受
女性的青睞。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很早就開始實施作為世界遺產的特別
會場的利用，這是一個有實績的設施。
日落西海岸的海面時，會營造出度假
勝地之氛圍，日落後，城牆燈火照明
充滿幻想之氛圍，享受該城的不同表
情也富有情趣。由於城跡的規模較小，
便於安排燈光照明、設置。按照客人

的需求還可以隨時對飲食、飯店、餐
廳的送餐菜單進行對應調整，提供從
圓餐桌全套西餐到攤子設置等各種聚
餐形式的方案。在被城牆圍住的非日
常空間舉行的派對活動，體驗一下當
城主的心情，這一切都會給您留下難
以忘懷的印像。

●各種學會後的派對活動
●婚禮派對活動

實績

利用先進的建築技術和設有用於徹底抗戰的暗道結構的座喜味城，該城是
一座堅固沒有經過戰爭的和平城，所以保存狀態很好。厚實堅固且曲線優
美的城牆，作為「天然劇場」用作舉辦藝術、活動的舞台。被成為派對會
場的 360 度城牆包圍的第二個城廓，就像身處脫離現代的世外桃源的空間。
在恬靜的王朝時代的世界可以享受樂趣。

被360度城牆包圍的
世外桃源的古城派對

中頭郡讀谷村字座喜味708-6

098-958-3141
(讀谷村立歷史民俗資料館)

【地　　點】

【電　　話】

098-982-9022

13:00～21:00

週二

200名

無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是縣內唯一可以從世界遺產眺
望落到地平線的夕陽的場所。籠
罩城牆的天空屏幕被晚霞染的通
紅，徐徐變化的景觀讓人充滿幻
想。

讀谷村觀光協會

比嘉  等先生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新穎有趣的開放式廚房
●絕佳美景 + 無束縛感是其獨特之處。
　可以一嚐非日常的幸福感
●各種類的方案內容都能協調後提供
　最佳的服務
●餐點非常美味，下次還會想在這裡
　舉辦

●化妝室及吸菸區也能規畫只讓包場
　的客人使用，非常貼心。 ●高級化妝品公司獎勵旅遊宴會

　140 名 × 2 梯
●知名保險公司獎勵旅遊宴會
　80 名
●知名工具製造商獎勵旅遊宴會 60 名
…族繁不及備載
※FAM TOUR・學會 AFTER PARTY・
　各種現場拍攝

實績

國頭郡今歸仁村字古宇利538

0980-56-1616

【地　　點】

【電　　話】

0980-56-1619

00:00～00:00

全年無休

10～200名 ※可依方案內容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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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不論是可以欣賞絕佳美景的開放式
花園，亦或是高雅別具設計感的餐
廳都可以配合客戶的需求舉辦包場
宴會，也都能夠和各種類的體驗項
目彈性結合並提供最高品質的服務。
我們將會在這充滿非日常感及優雅
氛圍的場地期待各位貴賓的光臨。

古宇利OCEAN TOWER

松本先生

在一望無際的古宇利藍美景中舉辦一場
感動的PARTY

在一望無際的古宇利藍美景中舉辦一場
感動的PARTY

古宇利OCEAN TOWER古宇利OCEAN TOWER

1 2 3

在這被稱為沖繩縣內最高峰的位置能將令人驚豔的絕妙美景盡收眼底，
閃耀著祖母綠的海水以及夜裡抬頭彷彿就能觸手可及的滿天繁星是絕對
不可錯過的話題景點。利用縣產的新鮮食材製作出來的美味料理、香醇
的在地美酒以及琉球傳統藝能的陪襯下，在海洋與天際間開放式舞台上
舉 行 的 正 是「KUIJIMA PARTY」。看 起 來 精 緻 吃 進 嘴 裡 更 是 美 味 的
Casual Buffet、花園 BBQ 與可以一覽無邊際美景的餐廳均能提供給各
位貴賓美味的餐點，請在此享受放鬆優閒的時刻吧。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在琉球的名築城家建造的
最高傑作座喜味城
舉辦華麗而恬靜的遊宴

在琉球的名築城家建造的
最高傑作座喜味城
舉辦華麗而恬靜的遊宴

1 2 3

進入會場時，還可欣賞保護城門
的棍術護衛表演。重現保衛城內的和
平、堅不可摧的城堡風貌。

1

以城牆為背景，表演穿越時代傳
承下來的各種傳統藝術。和參加者一
起共享歡樂。

2

提供身穿琉球服裝，可以自由散
步的方案。色彩鮮豔華麗的和服深受
女性的青睞。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很早就開始實施作為世界遺產的特別
會場的利用，這是一個有實績的設施。
日落西海岸的海面時，會營造出度假
勝地之氛圍，日落後，城牆燈火照明
充滿幻想之氛圍，享受該城的不同表
情也富有情趣。由於城跡的規模較小，
便於安排燈光照明、設置。按照客人

的需求還可以隨時對飲食、飯店、餐
廳的送餐菜單進行對應調整，提供從
圓餐桌全套西餐到攤子設置等各種聚
餐形式的方案。在被城牆圍住的非日
常空間舉行的派對活動，體驗一下當
城主的心情，這一切都會給您留下難
以忘懷的印像。

●各種學會後的派對活動
●婚禮派對活動

實績

利用先進的建築技術和設有用於徹底抗戰的暗道結構的座喜味城，該城是
一座堅固沒有經過戰爭的和平城，所以保存狀態很好。厚實堅固且曲線優
美的城牆，作為「天然劇場」用作舉辦藝術、活動的舞台。被成為派對會
場的 360 度城牆包圍的第二個城廓，就像身處脫離現代的世外桃源的空間。
在恬靜的王朝時代的世界可以享受樂趣。

被360度城牆包圍的
世外桃源的古城派對

中頭郡讀谷村字座喜味708-6

098-958-3141
(讀谷村立歷史民俗資料館)

【地　　點】

【電　　話】

098-982-9022

13:00～21:00

週二

200名

無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 × 包租 ×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這是縣內唯一可以從世界遺產眺
望落到地平線的夕陽的場所。籠
罩城牆的天空屏幕被晚霞染的通
紅，徐徐變化的景觀讓人充滿幻
想。

讀谷村觀光協會

比嘉  等先生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新穎有趣的開放式廚房
●絕佳美景 + 無束縛感是其獨特之處。
　可以一嚐非日常的幸福感
●各種類的方案內容都能協調後提供
　最佳的服務
●餐點非常美味，下次還會想在這裡
　舉辦

●化妝室及吸菸區也能規畫只讓包場
　的客人使用，非常貼心。 ●高級化妝品公司獎勵旅遊宴會

　140 名 × 2 梯
●知名保險公司獎勵旅遊宴會
　80 名
●知名工具製造商獎勵旅遊宴會 60 名
…族繁不及備載
※FAM TOUR・學會 AFTER PARTY・
　各種現場拍攝

實績

國頭郡今歸仁村字古宇利538

0980-56-1616

【地　　點】

【電　　話】

0980-56-1619

00:00～00:00

全年無休

10～200名 ※可依方案內容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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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不論是可以欣賞絕佳美景的開放式
花園，亦或是高雅別具設計感的餐
廳都可以配合客戶的需求舉辦包場
宴會，也都能夠和各種類的體驗項
目彈性結合並提供最高品質的服務。
我們將會在這充滿非日常感及優雅
氛圍的場地期待各位貴賓的光臨。

古宇利OCEAN TOWER

松本先生

在一望無際的古宇利藍美景中舉辦一場
感動的PARTY

在一望無際的古宇利藍美景中舉辦一場
感動的PARTY

古宇利OCEAN TOWER古宇利OCEAN TOWER

1 2 3

在這被稱為沖繩縣內最高峰的位置能將令人驚豔的絕妙美景盡收眼底，
閃耀著祖母綠的海水以及夜裡抬頭彷彿就能觸手可及的滿天繁星是絕對
不可錯過的話題景點。利用縣產的新鮮食材製作出來的美味料理、香醇
的在地美酒以及琉球傳統藝能的陪襯下，在海洋與天際間開放式舞台上
舉 行 的 正 是「KUIJIMA PARTY」。看 起 來 精 緻 吃 進 嘴 裡 更 是 美 味 的
Casual Buffet、花園 BBQ 與可以一覽無邊際美景的餐廳均能提供給各
位貴賓美味的餐點，請在此享受放鬆優閒的時刻吧。



休閒廣場 Ti-da33休閒廣場 Ti-da33

欣賞海角絕景品嚐燒烤 BBQ（烤肉）美味
在寂靜的夜晚，歡笑暢談
話題的「營火派對」

1 2 3

為您準備用沖繩食材做成美式風
味的「琉球美國」和縣內特產琳瑯滿
目的「沖繩風格」的 2 個方案。

1

供 12 名使用的六角形營火台。四
周的長椅上鋪有墊子，成為寬鬆舒適
的沙發。

2

公園區內有排列 11 棟紅瓦屋簷的
BBQ 亭子的廣場，也可以舉辦多人
數的活動。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殘波岬的白色燈塔、白砂海灘、綠色
草坪的絨毯、被灌木叢覆蓋的散步道
等，色彩鮮豔的鮮明對比，構成了一
幅美麗如畫的壯麗景觀。整個環境營
造出南國度假村的氛圍。在休閒廣場
內設有網球場、足球場、接觸動物園等，
派對前後的項目多彩豐富，是一個作

為 MICE 可以廣泛利用的設施。如果
利用徒步圈內的大型度假飯店，參加
者可以在活動前後時間自由利用享受
樂趣。利用寬廣的場地，可以設置大
型舞台、將週邊佈置成就像攤子村的
會場等，舉行熱鬧非凡的活動。

●沖繩縣外企業員工進修
●實業團運動隊集訓
●韓國企業獎勵之旅

實績

與海灘和殘波岬相鄰，可以使用木柴火 BBQ( 烤肉 ) 會場，在旺火上直接
燒烤串燒料理可以飽嘗大自然的野外情趣。BBQ 後，大家可以圍著營火歡
笑暢談，營火交流活動深受客人的好評。火焰晃動與人的波長同步，可以
自然而然用真心進行交談，提高夥伴意識。因為是在海邊舉行的營火活動
很安全，這種設施即使在沖繩縣內也是很少見的。

從機場約 15 分鐘的車程全長 700 公尺
的長海灘。設有 54 個供 15 名使用的
BBQ 亭子，可以舉辦大型海灘派對活
動。還有海上、海灘體育運動等豐富
的體驗活動。還可以利用長海灘舉辦
客人自己企劃的團隊對抗賽大會等。

以夕陽為背景享受火焰情趣的
營火交流

中頭郡讀谷村字宇座 1861

098-958-0038

【地　　點】

【電　　話】

098-958-0039

10:00 ～ 21:00

無

75 ～ 420 名  420 名以上可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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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豐見城市豐崎5-1
098-850-1139
http://churasun-beach.com/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850-1143
4 月～ 10 月 10:00 ～ 20:00
11 月～ 3 月 10:00 ～ 18:00
全年
無
請諮詢我們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美麗SUN海灘

BBQ(烤肉)設施

近旁有摩天輪、電影院、各具特色的
店舖雲集的綜合商業設施的「美濱美
國村」，是一個充滿濃郁的美國風情
的海灘。附近還有飯店，交通、觀光
都很方便。

中頭郡北谷町美濱2
098-936-8273
http://www.uminikansya.com/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936-8295
10:00～20:00

（根據時期有變動）
全年
無
2500日圓～400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日落海灘
展示會 〇

位於宜野灣海濱公園內的海灘，從那
霸約 40 分鐘車程。從園內的室外劇
場、近鄰的沖繩會議中心可以徒步前
往，便於舉辦活動後的派對 BBQ 會場。宜野灣市真志喜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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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917-5467
10:00～21:00

（根據時期有變動）
全年
無
5000日圓～800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宜野灣 熱帶海灘

海灘位於糸滿漁港相會公園內，白沙
藍海特別耀眼迷人。眼前有度假飯店，
就像私人海灘一樣充滿著悠閒自得的
氛圍。娛樂活動、設備也很充實完善。糸滿市西崎町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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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840-3454
10:00～20:00

（11月～3月截至19:30）
全年
11月～3月為每週週二、年底年初
請諮詢我們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美美海灘 糸滿

可以眺望大海對面被稱為「神之島」
的聖地久高島的海灘。備有能享受度
假快樂的各種設備，此外，還設有方
便殘疾人的無障礙物輪椅用廁所。南城市知念字安座真1141-3

098-948-3521
【地　　點】
【電　　話】

098-852-6300
10:00～18:00
全年
無
95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安座真33海灘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現在還增設了 BBQ 和營火的設
備。利用沖繩的自然的野外進修，
作為時尚安全且能享受快樂的設
施，正在制定新方案的計劃中。
敬請期待。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休閒廣場 Ti-da33休閒廣場 Ti-da33

欣賞海角絕景品嚐燒烤 BBQ（烤肉）美味
在寂靜的夜晚，歡笑暢談
話題的「營火派對」

1 2 3

為您準備用沖繩食材做成美式風
味的「琉球美國」和縣內特產琳瑯滿
目的「沖繩風格」的 2 個方案。

1

供 12 名使用的六角形營火台。四
周的長椅上鋪有墊子，成為寬鬆舒適
的沙發。

2

公園區內有排列 11 棟紅瓦屋簷的
BBQ 亭子的廣場，也可以舉辦多人
數的活動。

3

迄今為止的實績和 MICE 企劃者的心聲

殘波岬的白色燈塔、白砂海灘、綠色
草坪的絨毯、被灌木叢覆蓋的散步道
等，色彩鮮豔的鮮明對比，構成了一
幅美麗如畫的壯麗景觀。整個環境營
造出南國度假村的氛圍。在休閒廣場
內設有網球場、足球場、接觸動物園等，
派對前後的項目多彩豐富，是一個作

為 MICE 可以廣泛利用的設施。如果
利用徒步圈內的大型度假飯店，參加
者可以在活動前後時間自由利用享受
樂趣。利用寬廣的場地，可以設置大
型舞台、將週邊佈置成就像攤子村的
會場等，舉行熱鬧非凡的活動。

●沖繩縣外企業員工進修
●實業團運動隊集訓
●韓國企業獎勵之旅

實績

與海灘和殘波岬相鄰，可以使用木柴火 BBQ( 烤肉 ) 會場，在旺火上直接
燒烤串燒料理可以飽嘗大自然的野外情趣。BBQ 後，大家可以圍著營火歡
笑暢談，營火交流活動深受客人的好評。火焰晃動與人的波長同步，可以
自然而然用真心進行交談，提高夥伴意識。因為是在海邊舉行的營火活動
很安全，這種設施即使在沖繩縣內也是很少見的。

從機場約 15 分鐘的車程全長 700 公尺
的長海灘。設有 54 個供 15 名使用的
BBQ 亭子，可以舉辦大型海灘派對活
動。還有海上、海灘體育運動等豐富
的體驗活動。還可以利用長海灘舉辦
客人自己企劃的團隊對抗賽大會等。

以夕陽為背景享受火焰情趣的
營火交流

中頭郡讀谷村字宇座 1861

098-958-0038

【地　　點】

【電　　話】

098-958-0039

10:00 ～ 21:00

無

75 ～ 420 名  420 名以上可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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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真】

【利用時間】

【休 息 日】

【容納人數】

【網　　址】

豐見城市豐崎5-1
098-850-1139
http://churasun-beach.com/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850-1143
4 月～ 10 月 10:00 ～ 20:00
11 月～ 3 月 10:00 ～ 18:00
全年
無
請諮詢我們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根據內容、設置方法的不同，有可能會發生不能實施的情況。屆時請予以諒解。透過與設施單位的調整，實施可否需要商討決定。
※有關設施的詳細信息請確認「沖繩 MICE 導航」。

美麗SUN海灘

BBQ(烤肉)設施

近旁有摩天輪、電影院、各具特色的
店舖雲集的綜合商業設施的「美濱美
國村」，是一個充滿濃郁的美國風情
的海灘。附近還有飯店，交通、觀光
都很方便。

中頭郡北谷町美濱2
098-936-8273
http://www.uminikansya.com/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936-8295
10:00～20:00

（根據時期有變動）
全年
無
2500日圓～400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日落海灘
展示會 〇

位於宜野灣海濱公園內的海灘，從那
霸約 40 分鐘車程。從園內的室外劇
場、近鄰的沖繩會議中心可以徒步前
往，便於舉辦活動後的派對 BBQ 會場。宜野灣市真志喜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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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917-5467
10:00～21:00

（根據時期有變動）
全年
無
5000日圓～800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宜野灣 熱帶海灘

海灘位於糸滿漁港相會公園內，白沙
藍海特別耀眼迷人。眼前有度假飯店，
就像私人海灘一樣充滿著悠閒自得的
氛圍。娛樂活動、設備也很充實完善。糸滿市西崎町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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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點】
【電　　話】
【網　　址】

098-840-3454
10:00～20:00

（11月～3月截至19:30）
全年
11月～3月為每週週二、年底年初
請諮詢我們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美美海灘 糸滿

可以眺望大海對面被稱為「神之島」
的聖地久高島的海灘。備有能享受度
假快樂的各種設備，此外，還設有方
便殘疾人的無障礙物輪椅用廁所。南城市知念字安座真1141-3

098-948-3521
【地　　點】
【電　　話】

098-852-6300
10:00～18:00
全年
無
950日圓～

【傳　　真】
【利用時間】
【利用期間】
【休 息 日】
【使 用 費】

安座真33海灘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會議 展示會 體驗
項目〇 〇〇 〇 包租 〇

接受方的心聲

精彩點！

現在還增設了 BBQ 和營火的設
備。利用沖繩的自然的野外進修，
作為時尚安全且能享受快樂的設
施，正在制定新方案的計劃中。
敬請期待。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派對 租借
BBQ道具〇 〇



M
ICE IN RESORT

沖繩縣是由全長約 125km 的本島和多數特
色各異的離島組成的度假島。以本島為中心
在全縣各地設有特別會場設施、MICE 會場、
飯店、觀光地，各種設施充實完備。從中心
部的那霸市前往本島北部、離島只需約 2 小
時就能順利到達，交通很方便。

由於每個地區的文化、自然環境、街道都各
有不同的特色，向您推薦廣範圍地去巡遊各
地區的方案。只有在 MICE 設施和度假設施
緊湊而集中的沖繩，可以廣泛地對度假地
MICE 進行安排調整。

沖繩MICE地圖
在度假型MICE飽嘗平時不能體驗的樂趣

山原地區

東海岸地區

本部地區

名護地區

恩納・讀谷地區

北谷地區

宜野灣地區

那霸地區

八重山地區

宮古地區

■奧間日航私人度假飯店

■奧利安飯店本部度假村

■卡努佳海灣飯店和別墅

■麗山海景皇宮度假酒店谷茶灣

宮古島ATOLLEMERALD飯店■
宮古機場■

南方之島 石垣機場■

Club Med石垣島■

■
宮古島東急飯店及度假村

■沖繩海灘塔樓酒店

■拉古納花園飯店

■沖繩縣政府那霸機場■

■沖繩YUGAF INN飯店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百年古家 大家

●鬥牛場(石川多目的巨蛋)

●萬國津梁館

休閒廣場Ti-da●

日落海灘●

熱帶海灘●

●琉球村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世界遺產 勝連城遺跡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CHATAN HARBOR啤酒廠和餐廳

●沖繩會議中心

●福州園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

●Gangala山谷

●安座真33海灘

Moby Dick(白鯨)號
●

美麗SUN海灘●

美美海灘 糸滿
●

●東南植物樂園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

●石垣八重山村

設施名稱 地區

機場 飯店區域
※基準點請參照以下。

主要會場

那霸機場 那霸 宜野灣 北谷 恩納・讀谷 名護 本部 山原 沖繩會議中心 萬國津梁館

安座真33海灘

Gangala山谷

美美海灘 糸滿

美麗SUN海灘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那霸機場站)

晚宴遊船Moby Dick(白鯨)號

福州園

宜野灣熱帶海灘

日落海灘

CHATAN HARBOR啤酒廠和餐廳

Gala青海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休閒廣場 Ti-da33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琉球村

世界遺產 勝連城遺跡

鬥牛場(石川多目的巨蛋)

東南植物樂園

百年古家 大家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南城市

南城市

糸滿市

豐見城市

那霸市

那霸市

那霸市

宜野灣市

北谷町

北谷町

讀谷村

讀谷村

讀谷村

讀谷村

恩納村

宇流麻市

宇流麻市

沖繩市

名護市

本部町

東海岸

各設施 ⇔ 飯店區域之間  所需時間

【記載條件】
●上述所需時間是按照交通法規的參考時間。
　根據當天的氣候和道路狀況時間會有變動，這裡所述的時間僅供參考。
●各住宿區域的基準地點是以規定平均地點來算出。
　有的飯店即使在相同地區內，所需時間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請事先確認到達目的地的所需時間。

【飯店區域的基準地點】

〈本島〉
□那霸：沖繩縣政府
□宜野灣：拉古納花園飯店
□北谷：沖繩海灘塔樓酒店

〈石垣島・宮古島〉
□市內中心部

石垣島：石垣GranView飯店
宮古島：宮古島ATOLLEMERALD飯店

□度假區域
石垣島：Club Med石垣島
宮古島：宮古島東急飯店及度假村

□恩納•讀谷：麗山海景皇宮度假酒店谷茶灣
□名護：沖繩YUGAF INN飯店
□本部：奧利安飯店本部度假村

□山原：奧間日航私人度假飯店
□東海岸：卡努佳海灣飯店和別墅

55分鐘

40分鐘

25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7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90分鐘

10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30分鐘

2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5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85分鐘

100分鐘

55分鐘

45分鐘

5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5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60分鐘

5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20分鐘

1分鐘

5分鐘

35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35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30分鐘

70分鐘

80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0分鐘

30分鐘

25分鐘

30分鐘

15分鐘

4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55分鐘

6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15分鐘

30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35分鐘

125分鐘

110分鐘

110分鐘

11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80分鐘

75分鐘

30分鐘

5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20分鐘

115分鐘

11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5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75分鐘

65分鐘

70分鐘

80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40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4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3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75分鐘

6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交通工具：乘坐汽車
(以利用收費公路為前提)

設施名稱 地區

機場 飯店區域

宮古・石垣 市內中心部 度假村地區

石垣八重山村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石垣市

宮古島市

2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5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交通工具：乘坐汽車

沖繩本島

宮古島石垣島
西表島



M
ICE IN RESORT

沖繩縣是由全長約 125km 的本島和多數特
色各異的離島組成的度假島。以本島為中心
在全縣各地設有特別會場設施、MICE 會場、
飯店、觀光地，各種設施充實完備。從中心
部的那霸市前往本島北部、離島只需約 2 小
時就能順利到達，交通很方便。

由於每個地區的文化、自然環境、街道都各
有不同的特色，向您推薦廣範圍地去巡遊各
地區的方案。只有在 MICE 設施和度假設施
緊湊而集中的沖繩，可以廣泛地對度假地
MICE 進行安排調整。

沖繩MICE地圖
在度假型MICE飽嘗平時不能體驗的樂趣

山原地區

東海岸地區

本部地區

名護地區

恩納・讀谷地區

北谷地區

宜野灣地區

那霸地區

八重山地區

宮古地區

■奧間日航私人度假飯店

■奧利安飯店本部度假村

■卡努佳海灣飯店和別墅

■麗山海景皇宮度假酒店谷茶灣

宮古島ATOLLEMERALD飯店■
宮古機場■

南方之島 石垣機場■

Club Med石垣島■

■
宮古島東急飯店及度假村

■沖繩海灘塔樓酒店

■拉古納花園飯店

■沖繩縣政府那霸機場■

■沖繩YUGAF INN飯店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百年古家 大家

●鬥牛場(石川多目的巨蛋)

●萬國津梁館

休閒廣場Ti-da●

日落海灘●

熱帶海灘●

●琉球村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世界遺產 勝連城遺跡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CHATAN HARBOR啤酒廠和餐廳

●沖繩會議中心

●福州園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

●Gangala山谷

●安座真33海灘

Moby Dick(白鯨)號
●

美麗SUN海灘●

美美海灘 糸滿
●

●東南植物樂園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

●石垣八重山村

設施名稱 地區

機場 飯店區域
※基準點請參照以下。

主要會場

那霸機場 那霸 宜野灣 北谷 恩納・讀谷 名護 本部 山原 沖繩會議中心 萬國津梁館

安座真33海灘

Gangala山谷

美美海灘 糸滿

美麗SUN海灘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那霸機場站)

晚宴遊船Moby Dick(白鯨)號

福州園

宜野灣熱帶海灘

日落海灘

CHATAN HARBOR啤酒廠和餐廳

Gala青海

琉球武士住宅 謝名亭

休閒廣場 Ti-da33

世界遺產 座喜味城遺跡

琉球村

世界遺產 勝連城遺跡

鬥牛場(石川多目的巨蛋)

東南植物樂園

百年古家 大家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南城市

南城市

糸滿市

豐見城市

那霸市

那霸市

那霸市

宜野灣市

北谷町

北谷町

讀谷村

讀谷村

讀谷村

讀谷村

恩納村

宇流麻市

宇流麻市

沖繩市

名護市

本部町

東海岸

各設施 ⇔ 飯店區域之間  所需時間

【記載條件】
●上述所需時間是按照交通法規的參考時間。
　根據當天的氣候和道路狀況時間會有變動，這裡所述的時間僅供參考。
●各住宿區域的基準地點是以規定平均地點來算出。
　有的飯店即使在相同地區內，所需時間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請事先確認到達目的地的所需時間。

【飯店區域的基準地點】

〈本島〉
□那霸：沖繩縣政府
□宜野灣：拉古納花園飯店
□北谷：沖繩海灘塔樓酒店

〈石垣島・宮古島〉
□市內中心部

石垣島：石垣GranView飯店
宮古島：宮古島ATOLLEMERALD飯店

□度假區域
石垣島：Club Med石垣島
宮古島：宮古島東急飯店及度假村

□恩納•讀谷：麗山海景皇宮度假酒店谷茶灣
□名護：沖繩YUGAF INN飯店
□本部：奧利安飯店本部度假村

□山原：奧間日航私人度假飯店
□東海岸：卡努佳海灣飯店和別墅

55分鐘

40分鐘

25分鐘

20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7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90分鐘

10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30分鐘

2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5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5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85分鐘

100分鐘

55分鐘

45分鐘

5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5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60分鐘

5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20分鐘

1分鐘

5分鐘

35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35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30分鐘

70分鐘

80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65分鐘

55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0分鐘

30分鐘

25分鐘

30分鐘

15分鐘

40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55分鐘

6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8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15分鐘

30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35分鐘

125分鐘

110分鐘

110分鐘

11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80分鐘

75分鐘

30分鐘

5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30分鐘

125分鐘

120分鐘

115分鐘

115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5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50分鐘

60分鐘

100分鐘

95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85分鐘

75分鐘

65分鐘

70分鐘

80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5分鐘

60分鐘

60分鐘

40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4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3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75分鐘

90分鐘

75分鐘

65分鐘

70分鐘

65分鐘

75分鐘

70分鐘

70分鐘

6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50分鐘

45分鐘

4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35分鐘

40分鐘

35分鐘

50分鐘

交通工具：乘坐汽車
(以利用收費公路為前提)

設施名稱 地區

機場 飯店區域

宮古・石垣 市內中心部 度假村地區

石垣八重山村

宮古島港灣船遊Mont Blanc

石垣市

宮古島市

2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

5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交通工具：乘坐汽車

沖繩本島

宮古島石垣島
西表島



沖繩縣
沖繩縣文化觀光體育部觀光整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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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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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財團法人沖繩觀光會議局（OCVB）總公司
郵遞區號901-0152 沖繩縣那霸市字小祿1831-1　沖繩產業支援中心2樓
電話:098-859-6130　傳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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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MICE特別會場導覽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