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內容
8:50               自行前往Yambarunture集合 

越野車使用說明、體驗騎越野車 45分鐘

9:45 - 10:00 森林探險  15分鐘

■行程內容
10:05     各自於又吉咖啡園集合

10:15     搭乘嘟嘟車遊田園 30分鐘

10:45  在本行程專用小木屋小歇片刻、
拍照時間 10分鐘

11:15     騎乘越野車遊田園  30分鐘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4 ~ 10歲

行程代碼 大人 大人(11~15歲) 小孩

ACT1O07404OOB 7,000 5,000 1,000

■ 行程價格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沖繩Doki Doki Tours   【取消費】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 參加本方案不需要駕照。
2. 本行程限實歲滿4歲以上客人參加。實歲3歲以下嬰幼兒恕無法參加本行程(同行亦不可)。
3. 酒醉、懷孕人士恕無法參加。
4. 實歲10歲以下的幼兒必須和大人共乘。
5. 建議當天穿著不在意弄髒的衣服來參加。當地設有更衣室可供您使用。(無淋浴間)

■ 注意事項

自行騎乘越野車，馳騁、穿梭在山原的寬廣林地，相當過癮!!有嚮導同行，未持有駕照的客人也能安心參加。

體驗地點位於沖繩本島中部地區，不受漲潮、退潮影響，參加起來輕鬆無壓力。且距離那霸市內只要50分鐘車程。

搭乘嘟嘟車和越野車奔馳在農田與花海間，適合全家同樂的方案。

❸�比謝川紅樹林獨木舟 
(嘉手納9:00開始)

❷�嘟嘟車+叢林越野車山原田園之旅

❶�叢林越野車體驗+森林探險 ACT1O07304OOA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沖繩Doki Doki Tours  【取消費】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1. 本方案不需要憑駕照參加。
2. 實歲滿11歲以上客人可單獨騎乘1台車，實歲滿4～10歲兒童必須與實歲滿11歲以上客人共乘。
3. 酒醉、懷孕人士恕無法參加。
4. 本行程限實歲滿4歲以上客人參加。實歲3歲以下嬰幼兒恕無法參加本行程(同行亦不可)。
5. 建議當天穿著不在意弄髒的衣服來參加。當地設有更衣室可供您使用。(無淋浴間)

■ 注意事項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11 ~ 15歲) 小孩(4 ~ 10歲)

ACT1O07304OOA 6,500 4,500 500

1人(日圓・含稅價)■ 行程價格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8:50在Yambarunture集合

ACT1O07404OOB

【營運公司】 沖繩海Ashibi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 : 100%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沖繩海Ashibi 
地址：沖繩縣中頭郡嘉手納町水釜468

■行程內容
9:00 - 9:15      在沖繩海Ashibi集合、辦理報到

9:15 - 9:45           注意事項講解 30分鐘

9:45 - 10:45        紅樹林獨木舟體驗 60分鐘

10:45 - 11:00            更衣、解散 30分鐘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 恕不提供接送服務。請您自行前往集合地點。
2.  實歲2歲以下嬰幼兒、孕婦、頸部或脊髓有障礙或損傷的客人，恕無法參加。
3.   實歲12歲以下客人必須由家長陪同參加。實歲13歲以上客人必須提出家長

同意書。
4.   當天請直接在外衣底下穿好泳衣，再前往集合。並請自行攜帶毛巾、換洗

衣物、涼鞋、帽子、寶特瓶裝飲料、防曬霜。
5.  當天會進行簡單的健康檢查。不符合參加條件時，可能當場拒絕讓您參加。
6.   當天即使下雨，仍照常出發。但是，如遇到下大雨、颱風等惡劣天氣，營

運公司判斷活動無法舉行時，將取消行程。此時，營運公司或本行程的銷
售代理店會與您聯繫。

7.   您所搭乘的飛機停航時，請在行程出發前聯絡營運公司。此時，會視情況
退費給您。請您提出停航證明書給預約時的銷售代理店。事後會告知是否
可對應退費事宜。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3 ~ 15歲
■ 行程價格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ACT1O06904OOB 5,500 4,500
   行程費用包含  嚮導費用、整套裝備

ACT1O06904OOB
從沖繩出發

越野車(照片僅供參考)

從沖繩出發

從沖繩出發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5天前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5天前

GENESIS 行程

越野車(照片僅供參考)

獨木舟(照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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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公司】  JTB corp.
【取消費】   7～2天前 20％、前一天 40％、當天 50％、出發後 100%

1.  晚餐方案共同的出發抵達指定酒店：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沖繩文藝復興渡假酒店(3/1起)、月
光海灘酒店、沖繩蒙特利水療度假酒店、富著 卡福度假酒店・公寓、沖繩島太陽碼頭喜來登度假酒店、麗
山海景皇宮度假酒店 谷茶灣、沖繩瀨良垣島凱悅酒店、哈利庫拉尼沖繩、沖繩喜璃癒志海灘渡假酒店 海
洋SPA、沖繩水療渡假區 EXES、沖繩麗思卡爾頓酒店、Kanehide喜瀨海灘宮殿酒店

2.  恕無法指定座位。可能視預約情形安排與其他客人相鄰的座位。

■ 注意事項

搭乘視野極佳的「餐廳巴士」巡遊沖繩各地。乘車時可一面感受涼風吹拂、眺望美麗海景，同時享用美食。餐點是由
沖繩知名渡假酒店「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的主廚精心烹調，請您慢慢品嚐。

1   午餐＆美麗海水族館・
北部1日觀光行程

2  晚餐行程

4  晚餐＆今歸仁城跡夜櫻3  晚餐＆星空塔行程

2/7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2/7 ~ 11
■ 出發日期

■行程內容
9:10  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

9:35  沖繩喜璃癒志海濱度假酒店 
海洋SPA

9:40  The Busena Terrace

10:50 - 11:30  古宇利島

 一面欣賞古宇利的蔚藍海景，
一面享用主廚精心烹調的西式午餐。

12:30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140分鐘

16:00  The Busena Terrace

16:05  沖繩喜璃癒志海濱度假酒店 
海洋SPA

16:25  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

16:45  沖繩蒙特利水療度假酒店

16:50  恩納道路休息站

■行程內容
17:00 - 18:00  恩納村・名護地區

指定酒店

 一面欣賞夕陽西下的西海岸名護灣
風光，以及黃昏時分的山原森林美景，

一面享用西式晚餐。

名護灣(從車窗觀景)

山原森林(從車窗觀景)

18:40  Wansaka大浦公園 20分鐘

山原森林的星空(從車窗觀景)

名護市區夜景(從車窗觀景)

20:00 - 20:50  名護・恩納村地區
指定酒店

2/14 ~ 17, 21 ~ 24, 28, 29,
3/1, 2, 6 ~ 9, 13 ~ 16, 21, 23, 25, 27, 29, 31

■ 出發日期

3/20, 22, 24, 26, 28, 30
■ 出發日期

17:00 - 18:00  恩納村・名護地區
指定酒店

名護灣 (從車窗觀景)

羽地內海 (從車窗觀景)

古宇利大橋

19:20 - 21:00  古宇利島海洋塔
(燈海與觀星活動)

21:40 - 22:30  名護・恩納村地區
指定酒店

■行程內容

17:10 - 17:20  恩納村南部地區酒店
17:30  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
17:40 - 18:00  恩納村北部及名護市

南部地區指定酒店
名護灣
瀨底島

■行程內容
伊江島

19:20 - 20:50  世界遺產・今歸仁城遺址
(櫻花祭夜間點燈)

21:50 - 22:10  恩納村北部及名護市
南部地區指定酒店

22:30  萬座海灘渡假村 
全日空洲際酒店

22:40 - 22:50  恩納村南部地區酒店

❹�搭乘餐廳巴士遊沖繩
1 午餐＆美麗海水族館・北部1日觀光行程 
2 晚餐行程 3  晚餐＆星空塔行程
4 晚餐＆今歸仁城跡夜櫻

從沖繩出發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最少出團
人数 2人

最晩
預約日期 5天前

用餐情形(照片僅供參考)
餐廳巴士(照片僅供參考)

餐廳巴士

燈海(照片僅供參考)

古宇利島 ⓒOCVB

櫻花祭(照片僅供參考) ⓒOCVB

夕陽(照片僅供參考) ⓒOCVB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價格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午餐
方案

1  恩納村・名護出發 BUS1O12415OOA 12,800 9,800

晚餐
方案

2  恩納村・名護出發 BUS1O12115OOA 9,800 6,800
3  恩納村・名護出發 BUS1O12215OOA

12,800 9,800
4  恩納村・名護出發 BUS1O12315O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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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在沖繩舉辦的「杜之賑・沖繩」，是集合燈光、音樂、沖繩藝能三大要素的大型娛樂表演。舉辦至今，已經邁向第37年，是日本的特色活動
之一。活動期間，日本各地的遊客會前去共襄盛舉。在春風送暖的時節，觀賞沖繩傳統藝能，藉此體感昔日沖繩輝煌的王朝文化。同時感受島上
的微風、碧海、花卉，以及島上居民傳承至今的民族藝能文化。

節目內容精彩豐富，包含沖繩太鼓舞Eisā、獅子舞等沖繩傳統舞踊，以及高難度動作的演舞等，搭配沖繩的俱樂部樂手的伴奏，突破語言
隔閡，要您目不轉睛！

別名「戀之島」。星空塔的燈海微微照耀整座島嶼，可在既神秘又浪漫的氛圍當中仰望燦爛的星空。

❼�【1月25日・26日】 
杜之賑・沖繩觀賞券

從沖繩出發

1/25, 26
■ 出發日期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開演 大人 & 小孩

TKT1O00204OOB 12:30
2,500

TKT1O00304OOB 16:00

■ 行程價格

❻�感受「OKINAWA」～新型態夜間娛樂秀
「Ryukyu Amazing Night」

❺�接近星空♪�
星空主題樂園 古宇利島星空塔

TKT1O00404OOA

ACT1O01804OOS

從沖繩出發

從沖繩出發

10/4 ~ 3/28 : 毎週一＆週五
■ 出發日期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JTB沖繩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 : 100%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JTB沖繩    【取消費】 無法退費

1.  19:00(開演時間的60分鐘前)開始受理報到。請至「Night Club EPICA OKINAWA」
的櫃台辦理報到。

2.  所有座位為自由席。無座位時，必須站立觀賞，敬請見諒。
3.  會場周邊道路在當天可能較為擁擠。建議您提早前往會場報到。【前往會場所需時間】

從國際通開車前往會場約5分鐘。步行約10分鐘。從沖繩都市單軌電車「Yui-Rail」縣
廳前站、美榮橋站步行約10分鐘。

4.  實歲0～5歲客人可以免費參加，但是必須有家長同行。此外，由於節目進行中場內會
發出巨大聲響，請自行評估幼兒是否適合參加。

■ 注意事項

1.  公演開始時間的1小時前起受理報到。請至沖繩會議展覽中心 展示棟東瀛旅情(Sunrise 
Tours)行程服務台辦理報到手續。

2.  所有座位為指定席。座位由營運公司安排。恕無法指定座位，敬請見諒。 
3.  會場周邊道路在當天可能較為擁擠。建議您提早前往會場報到。【前往會場所需時間】

從那霸市內開車前往會場大約40分鐘～1小時。
4.  實歲0～5歲幼兒可以免費參加。但是，必須請大人抱坐在膝上，恕不提供座位。一組

客人當中，免費參加的幼兒人數，不得多於大人的人數。(即1位大人僅能抱1位實歲0～
5歲幼兒在膝上觀賞)實歲0～5歲幼兒如需要座位，請選擇兒童選項(實歲6～11歲)，適
用兒童費用。辦理報到手續時，會將「杜之賑・沖繩」觀賞券交給您。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TKT1O00404OOA 3,500 2,000

■ 行程價格

【營運公司】  古宇利海洋塔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 (出發後) : 100% / 行程當天 (出發前) : 50% 

/ 行程出發日的前３~１天 : 20%

1. 實歲未滿3歲幼兒免費。
2.  當天可能受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無法觀賞星空，敬請見諒。
3.  因在戶外觀星，請您事先做好預防蚊蟲叮咬措施。
4. 禁止攜帶外食入場，謝謝合作！
5.  當天可能受天氣影響，變更內容或臨時取消本活動，敬請留意。
6.  當地工作人員僅會說日語，恕無法對應外語，敬請見諒。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 小孩

ACT1O01804OOS 2,000

■ 行程價格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在「Night Club EPICA OKINAWA」集合 
地址： 沖繩縣那霸市松山1丁目5-1 Namura Plaza 3F/ 

20:00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沖繩會議展覽中心劇場棟展示棟(宜野灣市)

■ 行程內容
19:00 - 20:00  Night Club EPICA OKINAWA

20:00 - 21:00  「Ryukyu Amazing Night」開演

21:00 - 21:10                     退場、解散

■ 行程內容
11:30 or 15:00  在報到窗口受理報到(開場)

12:30 - 13:45 or 16:00 - 17:15
「杜之賑・沖繩」 開演 75分鐘

13:45 or 17:15  退場、解散

TKT1O00204OOB 12:30開演
TKT1O00304OOB 16:00開演

12/21 ~ 1/2 
3/20 ~ 31

■ 出發日期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古宇利海洋塔

■ 行程內容
18:00 - 19:30    星空教室自作星座投影留言板

19:30 - 21:00    觀星時間

Okinawa Mori no Nigiwai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2天前

最晩
預約日期 1天前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14天前

※11月以後亦預定上演。

Ryukyu Amazing Night

燈海(照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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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賞鯨之旅
 1 那霸出發(8:30出發)
2 讀谷出發(9:00出發)
3 本部出發(9:30出發) GENESIS Tour

從沖繩出發

最晩
預約日期

1  2天前
2  4天前   3  7天前

ACT1O00904OOB1 ACT1O02004OOB2
ACT1O06304OOB3

最少出團
人数

1 3  1人 
2  2人

琉球村的杯裝美食(照片僅供參考)

❾沖繩本島杯裝美食通票
從沖繩出發

DIN1O00114OOA

有水果聖代也有沖繩炸魚糕，從甜點到輕食應有盡有、品項豐富！只要1800日圓，就能享用總價達5000日圓的各種餐飲，滿足味蕾又省
荷包的美食通票，不可錯過！

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10/1~3/31：每天
■ 出發日期

【營運公司】  JTB corp. 
【取消費】 缺席 / 100%

1.  本行程是無導遊同行的票券商品。請客人自行前往各設施，結束後各
自返回住宿處。合作設施需要入場費時，請您自行負擔。1處設施限
使用1次。

2.  1張杯裝美食樂遊通票可兌換1杯餐飲。
3.  商品有限，可能售罄。此時會以其他商品替代，敬請見諒。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0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 小孩

DIN1O00114OOA 1,800

■ 行程價格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JTB沖繩 那霸機場營業處
地址：那霸機場 國內線航廈1樓

   行程費用包含
11間設施的杯裝美食費

❶ 海洋博公園「中央出入口小吃店」
❷ 沖繩水果樂園
❸ 名護鳳梨公園
❹ 道路休息站許田「外間蒲鉾工房」
❺  御菓子御殿 恩納店
「海灘露台咖啡廳鑽石藍」

❻ 琉球村
❼ 體驗王國MURASAKI村
❽ Bios之丘
❾ 道路休息站嘉手納「Rotary Drive In」
� 首里城公園「咖啡廳龍樋」
�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

Cup Gourmet for 11間設施

1
2

3

6

5

8

10

11

7

4

9

那霸

最晩
預約日期 1天前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與夏威夷、阿拉斯加齊名、世界少有的賞鯨處！每年只有特定期間才能在沖繩看到鯨魚！是沖繩在冬季最受歡迎的戶外活動。

1/14 ~ 3/31 (那霸出發)、
12/24 ~ 3/31 (讀谷出發)、
1/11 ~ 3/31 (本部出發)

■ 出發日期

【營運公司】    1 3  SEASIR(那霸出發・本部出發)  2  TOPMARINE殘波(讀谷出發)
【取消費】    1  缺席 / 行程當天 /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 100%  2  缺席 / 行程當天 : 100% /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 50%

3  缺席 / 行程當天 /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 100%

1.  1 2 3   行程當天如果未能看見鯨魚，將全額退費。銷售代理店會處理退費事宜。(請注意：只要有1位客人看到鯨魚，或是可從遠方看到鯨
魚噴水時，即無法對應退費事宜，敬請見諒。)

  ※ 2   2019年12月22日～2020年1月7日期間，如果無法看到鯨魚，事後(乘船日以後)會請您再次乘船賞鯨。恕不受理退費事宜。
2.  1   天氣不穩定時，船身晃動會比較劇烈。擔心暈船等情形的客人，預約前請洽詢MARINE HOUSE SEASIR。此外，實歲60歲以上高齡人

士和兒童，出團當天身體不適或是健康狀態欠佳時，恕無法乘船。如遇上述狀況，事後銷售代理店會將團費全額退還給您。但是，無法補
貼前往集合地點的交通費等支出。

3.  1   2月～3月期間海風較冷，建議您攜帶防寒衣物來參加。
4.  1 3   船上的甲板有時因海浪濺濕，容易打滑。請您穿著運動鞋等不易滑倒的鞋子來參加。
5.  2   當天請穿戴保暖效果佳的衣物、不易打滑的鞋子，並建議您攜帶暈船藥、毛巾等來參加。
6.  2   實歲0～5歲嬰幼兒，請在出發當天直接於當地支付600日圓現金。
7.  3   天氣不穩定時，船身晃動會比較劇烈。擔心暈船等情形的客人，預約前請洽詢Marine Club BERRY。此外，實歲60歲以上高齡人士和兒

童，出團當天身體不適或是健康狀態欠佳時，恕無法乘船。如遇上述狀況，事後銷售代理店會將團費全額退還給您。但是，無法補貼前往
集合地點的交通費等支出。

8.  3   由於海風較冷，建議您攜帶防寒衣物來參加。
9.  3   基於安全上的考量，本行程謝絶如下客人參加：患有癲癇或過度換氣症候群者、孕婦、患有恐慌症的人士。敬請見諒。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1  3  小孩：6 ~ 12歲 2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那霸出發 1  ACT1O00904OOB 4,500 3,500
讀谷出發 2  ACT1O02004OOB 4,500 3,500
本部出發 3  ACT1O06304OOB 4,800 3,800

■ 行程價格

那霸出發 讀谷出發 本部出發

集合地點 MARINE HOUSE SEASIR那霸店 TOPMARINE殘波 本部港碼頭

集合時間 8:15 8:30 9:00
出航時間／返回時間 8:30 / 11:30 9:00 / 12:00 9:30 / 12:00

■ 行程內容

慶良間諸島

Nagannu島

伊江島

那霸出發

讀谷出發

本部出發
鯨魚出沒地區

約1小時

約1小時

鯨魚(照片僅供參考)

※�❷❸❻❼❽� : 不包含入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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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沖繩出發

使用超划算樂遊通票暢享沖繩熱門觀光景點！

Churaumi
Enjoy Pass

mini-Churaumi
Enjoy Pass

mini-Enjoy 
Pass

參觀沖繩美麗海水族館+11處景點

參觀從11處景點中的自選5處景點

樂遊美麗海12處通票

參觀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從11處景點中的自選4處景點

樂遊美麗海5處通票迷你

樂遊通票迷你

①三種樂遊通票任您選擇！

 ③使用通票比您自己在各設施分別購買門票入場參觀還要划算！

② 本通票的有效期間為兌換後5天內有效，方便您計劃在沖繩本島時的旅遊行程，輕
鬆遊覽南國沖繩。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18歲以上) 小孩(15~17歲) 小孩(6~14歲)

樂遊美麗海
12處通票

TKT5O00104OOB 4,200
使用本票參觀所有列出的景點，比您自己
在各設施分別購買門票入場參觀還便宜
7,800日圓！

3,400 2,000

迷你樂遊美
麗海5處通票

TKT5O00204OOB 3,300
使用本票參觀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OKINAWA水果樂園、琉球村、Bios之丘
與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比您自己分別購買門
票入場參觀還便宜3,600日圓！

2,700 1,500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12歲以上) 小孩(6~11歲)

迷你樂遊
通票

TKT5O00304OOB 1,900
使用本票參觀OKINAWA水果樂園、名
護鳳梨公園、琉球村、Bios之丘與沖繩世
界文化王國，比您自己分別購買門票入場
參觀還便宜4,100日圓！

1,400

1人(日圓‧含稅價)■ 行程價格

【銷售代表】 JTB Corp.
【取消費用】  出發當天未到場/出發當天取消將收取

全額費用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關於樂遊通票] 
1.  樂遊通票可於那霸機場國內線1樓抵達大廳的 JTB沖繩那霸機場營業

處兌換，營業時間為9:00～19:00，無法於其他地點兌換通票。
2. 本通票的有效期間為兌換後5天內有效。

■ 注意事項

10樂遊美麗海12處通票 / 
迷你樂遊美麗海5處通票 / 
迷你樂遊通票

11處觀光景點
提供各景點的入場費用作為參考

*10月起，當地銷售金額可能有所變更。
● 高中以上：1,200日圓
●  4歲以上至國中：550日圓

1   大石林山

●  大人：800日圓 
●  國中/高中：600日圓
● 小學：300日圓

2   古宇利海洋塔

●高中以上：1,000日圓
●4歲以上至國中：500日圓

4   OKINAWA水果樂園

●實歲19歲以上：1,500日圓
●實歲16～18歲：1,200日圓
●實歲6～15歲：600日圓

7    琉球村

●大人：1,300日圓
●實歲4歲～14歲：650日圓
*其中不包含波布博物公園費用，若欲參觀請在當
地自行付費。

10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
&玉泉洞

●   高中以上：850日圓
●   國中：600日圓
●   小學：450日圓

5   名護鳳梨公園

●大學以上：600日圓
● 國高中：500日圓
● 小學：400日圓

8   體驗王國
MURASAKI村

●  大學以上：450日圓
● 國高中：350日圓
● 小學以下：免費

11   沖繩和平祈念堂

●國中以上：900日圓
●實歲4歲～小學生：500日圓

6    名護自然動植物公園

●  國中以上：1,000日圓
● 4歲以上至小學：500日圓
*其中不包含遊船費用，若欲乘坐遊船請在當地自
行付費。

9   Bios之丘

國營沖繩紀念公園 （海洋博公園）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使用“樂遊美麗海12處通票”與

“迷你樂遊美麗海5處通票”即可參觀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大石林山

古宇利海洋塔

琉宮城
(~10/31)

沖繩兒童王國
(11/1~)

名護自然動植物公園

名護鳳梨公園

OKINAWA水果樂園

Bios之丘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

沖繩和平祈念堂

琉球村
體驗王國
MURASAKI村

那霸機場

1

2
3

4 5

7
9

10

8

6

11

3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Sightseeing map of Okinawa

●大人：500日圓  ●國・高中生：200日圓
●實歲4歲～小學生：100日圓

3   琉宮城蝶蝶園(10/31前)

3   沖繩兒童王國(11/1起)

●  高中生以上：500日圓
●  實歲3歲～國中生：250日圓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出發前隨時都可預約
(JTB那霸機場營業處或

旭橋沖繩旅行者觀光導覽中心)

沖繩兒童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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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沖繩出發

憑樂遊通票參觀那霸超人氣景點更加划算!!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18歲以上) 小孩(13~17歲) 小孩(6~12歲)

那霸樂遊通票 TKT5O00704OOB 1,800
使用本票參觀所有列出的景點，
比您自己在各設施分別購買門票
入場參觀還便宜 1,550日圓！

1,300 800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18歲以上) 小孩(13~17歲) 小孩(6~12歲)

那霸樂遊通票
+

1項體驗活動
TKT5O00804OOB 3,800

使用本票參觀所有列出的景點，
比您自己在各設施分別購買門票
入場參觀還便宜 2,790日圓！&
首里琉染.進入所有設施參觀、
並體驗首里琉染時的總金額。

3,300 2,800

1人(日圓‧含稅價)■ 行程價格

11那霸樂遊通票 / 
那霸樂遊通票+1項體驗活動

【銷售代表】 JTB Corp.
【取消費用】  出發當天未到場/出發當天取消將收取

全額費用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關於樂遊通票] 
1.  樂遊通票可於那霸機場國內線1樓抵達大廳的 JTB沖繩那

霸機場營業處兌換，營業時間為9:00～19:00，無法於其他
地點兌換通票。

2. 本通票的有效期間為兌換後5天內有效。

■ 注意事項那霸市立歷史博物館那霸市立歷史博物館

Chura 美人Chura 美人

沖繩藝術體驗 美麗風沖繩藝術體驗 美麗風

沖繩縣立博物館 、美術館沖繩縣立博物館 、美術館

玉陵玉陵首里琉染首里琉染福州園福州園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

首里城公園 
收費區域
首里城公園 
收費區域

識名園識名園

6

8
B

C
A

7 3

12

54

共通8處設施
提供各景點的入場費用作為參考

*10月起，當地銷售金額可能有所變更。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820日圓、高中生620日圓、
中・小學生310日圓

1   首里城公園 
收費區域

● 通一般費用／ 
博物館(1人)： 大人530日圓、大學・高中生

260日圓、
中・小學生150日圓

美術館(1人)： 大人400日圓、大學・高中生
210日圓、
中・小學生100日圓

●公休日：週一

4  5   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300日圓、
兒童150日圓

2   玉陵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200日圓、
兒童100日圓

●公休日：週三

6  福州園

●使用珊瑚化石體驗珊瑚染布以及沖繩傳統工藝--紅型染製作您自己獨創的作品。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3240日圓、

兒童2700日圓

A   首里琉染（珊瑚染或紅型染體驗）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400日圓、
兒童200日圓　

●公休日：週三

3   識名園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350日圓　　　　　　　　
大學﹑高中﹑國中﹑
小學生免費

●公休日：週一

7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

●可選擇喜愛的琉球民族服飾的花色、並用自己的相機或智慧型手機拍照留念(室內)。
● 一般費用(1人)：2,700日圓

B   Chura美人(琉球民族服飾著裝體驗)

● 一般費用(1人)：
大人350日圓
大學﹑高中﹑國中﹑
小學生免費

●公休日：週四

8   那霸市立歷史博物館

● 彩繪時共有2000個以上各具特色的風獅爺可供選擇。
或體驗製作獨一無二的手工蠟燭。

●一般費用(1人) ：  彩繪風獅爺：2,100日圓
Chura蠟燭：2,200日圓

C    沖繩藝術體驗 美麗風
（體驗彩繪風獅爺(大)或製作Chura蠟燭(L)）

體驗1項活動 預約「那霸樂遊通票+1項體驗活動」方案的客人、可從如下選擇1項活動體驗。

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 世界遺產

©Naha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 ©Naha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

©Naha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 ©Naha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Naha City Tourism Association

彩繪風獅爺 (照片僅供參考)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出發前隨時都可預約
(JTB那霸機場營業處或

旭橋沖繩旅行者觀光導覽中心)

國營沖繩紀念公園 (Shuri Castle Re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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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沖繩出發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 乘車通票3日票 /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 乘車通票5日票
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票券

可在3(5)天內自由搭乘「沖繩機場接駁巴士」的票券方案。本巴士連結那霸機場、那霸市區、渡假勝地恩納
村、名護以及沖繩最有人氣的景點--沖繩美麗海水族館，方便您遊覽沖繩各地。
1天共26個班次，平均1小時就有1班車，班次相當密集。
巴士車內可免費連接Wi-Fi。不必另外付費就能使用。
從那霸市內來回紀念公園(美麗海水族館)時，大人原價4,000日圓，本方案特價3,900日圓(3日票時)！

那霸機場國內線

那霸機場國際線
旭橋站·那霸巴士
總站

縣廳北口
（國際通入口）

Orion本部渡假
SPA飯店

翡翠海灘前

HANASAKI MARCHE前
本部港
名護市役所前

Kyoda
Interchange

Ishikawa
Interchange

那覇

Kariyushi海滩前
哈利庫拉尼沖繩前

Nabee海灘前
Sun Marina海灘前

老虎海灘前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紀念公園前)

恩納之驛
Nakayukui市場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出發前隨時都可預約
(JTB那霸機場營業處或

旭橋沖繩旅行者觀光導覽中心)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價格

注意事項 特 急① ② 特 急① ② 特 急① ② 特 急① ③ ③ ③ ③ ④ ④
班次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那霸機場國內線 ー 09:00 10:20 11:00 11:30 12:30 13:45 14:40 15:30 16:30 17:50 19:30 20:30
那霸機場國際線 ー 09:02 10:22 11:02 11:32 12:32 13:47 14:42 15:32 16:32 17:52 19:32 20:32
縣廳北口（國際通入口） 08:30 09:17 10:35 11:15 11:45 12:45 14:00 14:55 15:45 16:45 18:07 19:47 20:47
恩納之驛Nakayukui市場 ↓↓ 10:22 ↓↓ 12:20 ↓↓ 13:55 ↓↓ 16:05 16:55 17:55 19:17 20:57 21:57
老虎海灘前 ↓↓ 10:28 ↓↓ 12:26 ↓↓ 14:01 ↓↓ 16:11 17:01 18:01 19:23 21:03 22:03
Sun Marina海灘前 ↓↓ 10:31 ↓↓ 12:29 ↓↓ 14:04 ↓↓ 16:14 17:04 18:04 19:26 21:06 22:06
Nabee海灘前 ↓↓ 10:49 ↓↓ 12:47 ↓↓ 14:22 ↓↓ 16:32 17:22 18:22 19:44 21:24 22:24
哈利庫拉尼沖繩前(伊武部希望丘入口) ↓↓ 11:02 ↓↓ 13:00 ↓↓ 14:35 ↓↓ 16:45 17:35 18:35 19:57 21:37 22:37
Kariyushi海滩前 ↓↓ 11:04 ↓↓ 13:02 ↓↓ 14:37 ↓↓ 16:47 17:37 18:37 19:59 21:39 22:39
名護市役所前 09:50 11:21 11:47 13:19 12:57 14:57 15:12 17:04 17:54 18:54 20:16 21:56 22:56
本部港 10:10 11:44 12:10 13:42 13:20 15:20 15:35 ↓↓ ↓↓ ↓↓ ↓↓ ー ー
HANASAKI MARCHE前※下車專用 10:22 11:56 12:22 13:54 13:32 15:32 15:47 17:38 18:29 19:29 20:51 ー ー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紀念公園前)※下車專用 10:24 11:58 12:24 13:56 13:34 15:34 15:49 17:40 18:31 19:31 20:53 ー ー
翡翠海灘前※下車專用 10:26 12:00 12:26 13:58 13:36 15:36 15:51 17:42 18:33 19:33 20:55 ー ー
備瀨福木林道入口※下車專用 10:28 12:02 12:28 14:00 13:38 15:38 15:53 17:44 18:35 19:35 20:57 ー ー

   Resort liners

注意事項 ⑥ 特 急⑤ ⑥ ⑥ ⑥ 特 急⑦ ⑥ ⑥ ⑥ 特 急⑦ ⑥ ⑥ 特 急⑧
班次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備瀨福木林道入口 ー 07:55 08:55 10:25 11:25 12:25 13:25 13:55 14:55 15:25 15:55 16:55 18:55
Orion本部渡假SPA飯店 ー 07:58 08:58 10:28 11:28 12:28 13:28 13:58 14:58 15:28 15:58 16:58 18:58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紀念公園前) ー 08:00 09:00 10:30 11:30 12:30 13:30 14:00 15:00 15:30 16:00 17:00 19:00
HANASAKI MARCHE前 (註) ー 08:03 09:03 10:33 11:33 12:33 13:33 14:03 15:03 15:33 16:03 17:03 19:03
本部港 ー ↓↓ 09:15 10:45 11:45 12:45 13:45 14:15 15:15 15:45 16:15 17:15 ↓↓
名護市役所前 07:25 08:38 09:38 11:08 12:08 13:08 14:08 14:38 15:38 16:08 16:38 17:38 19:38
Kariyushi海灘前 07:42 ↓↓ 09:55 11:25 12:25 ↓↓ 14:25 14:55 15:55 ↓↓ 16:55 17:55 ↓↓
哈利庫拉尼沖繩前(伊武部希望丘入口) 07:44 ↓↓ 09:57 11：27 12:27 ↓↓ 14:27 14:57 15:57 ↓↓ 16:57 17:57 ↓↓
Nabee海灘前 08:08 ↓↓ 10:21 11:51 12:51 ↓↓ 14:51 15:21 16:21 ↓↓ 17:21 18:21 ↓↓
Sun Marina海灘前 08:14 ↓↓ 10:27 11:57 12:57 ↓↓ 14:57 15:27 16:27 ↓↓ 17:27 18:27 ↓↓
老虎海灘前 08:17 ↓↓ 10:30 12:00 13:00 ↓↓ 15:00 15:30 16:30 ↓↓ 17:30 18:30 ↓↓
恩納之驛（Nakayukui市場） 08:23 ↓↓ 10:36 12:06 13:06 ↓↓ 15:06 15:36 16:36 ↓↓ 17:36 18:36 ↓↓
旭橋站·那霸巴士總站 ※下車專用 09:33 09:50 11:46 13:16 14:16 14:20 16:16 16:46 17:46 17:20 18:46 19:46 20:50
那霸機場國內線 ※下車專用 09:50 10:03 11:59 13:29 14:29 14:33 16:29 16:59 17:59 17:33 18:59 19:59 ー
那霸機場國際線※下車專用 09:52 10:05 12:01 13:31 14:31 14:35 16:31 17:01 18:01 17:35 19:01 20:01 ー

   Airport liners

■時刻表 ※7月1日當時資訊(有時會未經預告臨時變更)

方案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3日票 PAS3O00303OOB 3,900 2,900
5日票 PAS5O00303OOB 4,900 3,900

【銷售代表】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LLP / 【取消費用】  出發當天未到場/出發當天取消將收取全額費用

1.  以觀光為目的入境沖繩，具有「短期滯留」資格的外國籍觀光客，或居住縣外的人士可使用本周遊通票。
2.  購票時，外籍人士請出示護照(或日本國發行的「短期滯留」證明)，縣外人士必須出示居住沖繩縣外的證明文件(駕照等)以及回程的機票。
3.  領取票券後，恕無法要求退票或延長使用期間。遺失時，恕無法再次發行，敬請見諒。
4.  於JTB沖繩那霸機場營業處兌換周遊通票時，請您出示事先列印出來的預約確認證明。
5.  巴士限當天有空位時才可搭乘。恕無法事先預約。客滿時，恕無法乘車。請搭乘下一班車。

■ 注意事項

Orion本部渡假Orion本部渡假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

萬座毛

備瀨福木林道入口

HANASAKI MARCHE前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

國營沖繩紀念公園（海洋博公園）：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沖繩機場接駁巴士

Limited Express Not stopping from Onna-noeki 
to Kariyushi Beach M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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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搭乘敞篷車遊沖繩♪
MINI Cooper Convertible
1日遊 / 2日遊 / 3日遊 / 4日遊 GENESIS

分類：安排旅行
安排旅行：服務
服務：無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沖繩出發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沖繩出發
14沖繩本島公車1日/3日周遊通票

沖繩本島公車1日/3日周遊通票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1日通票

【銷售代表】  JTB Corp. 
【取消費用】  出發當天未到場/出發當天取消將收取全額費用

1.  以觀光為目的入境沖繩，具有「短期滯留」資格的外國籍觀光客，或居
住縣外的人士可使用本周遊通票。

2.  購票時，外籍人士請出示護照(或日本國發行的「短期滯留」證明)，縣外
人士必須出示居住沖繩縣外的證明文件(駕照等)以及回程的機票。

3.  領取票券後，恕無法要求退票或延長使用期間。遺失時，恕無法再次
發行，敬請見諒。

4.  於JTB沖繩那霸機場營業處兌換周遊通票時，請您出示事先列印出來
的預約確認證明。於搭乘單軌電車時，請出示您的周遊通票以換取單
軌電車1日通票，以於搭乘單軌電車時使用。

■ 注意事項

系滿公車總站系滿公車總站

沖繩暢貨中心Ashibinaa沖繩暢貨中心Ashibinaa
美麗SUN海灘美麗SUN海灘

沖繩碼頭“Tomarin”沖繩碼頭“Tomarin”

國立劇場沖繩國立劇場沖繩

熱帶沙灘/
沖繩觀光協會

熱帶沙灘/
沖繩觀光協會

北谷美濱美國村北谷美濱美國村

座喜味城座喜味城

陶瓷品的故鄉陶瓷品的故鄉

真榮田岬真榮田岬

琉球村琉球村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今歸仁城跡今歸仁城跡

名護公車總站名護公車總站

萬座毛萬座毛

海中道路海中道路

沖繩兒童王國沖繩兒童王國

慶佐次灣紅樹林慶佐次灣紅樹林

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沖繩世界文化王國
姬百合
平和祈念
資料館

姬百合
平和祈念
資料館

齋場御嶽齋場御嶽
那霸公車總站那霸公車總站

首里城首里城

主要公車路線主要公車路線
單軌電車Yui Rail單軌電車Yui Rail

沖繩沖繩

主要觀光景點與
公車路線圖
主要觀光景點與
公車路線圖

除了「111號」公車、「117號」公車、利木津機場巴士與定期觀光巴士，其他琉球
巴士、沖繩巴士、那霸巴士與東陽巴士所運行的路線皆可利用。

【可利用公車路線】

Yui Rail MAP

公車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周遊通票　 大人 小孩

PAS1O00101OOA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 2,500 1,250
PAS1O00201OOA 沖繩本島公車1日周遊通票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1日通票 3,000 1,500
PAS3O00101OOA 沖繩本島公車3日周遊通票 5,000 2,500
PAS3O00201OOA 沖繩本島公車3日周遊通票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1日通票 5,500 2,750

可搭配各種
行程表！

1. 單軌電車通票為1日券。
2. 年齡介於6至11歲的小孩適用於小孩票價。購買周遊通票的6歲以上旅客，

每名可免費同行一位5歲以下的嬰幼兒。第2位5歲以下的嬰幼兒起，則需以
小孩票價購買周遊通票。

*公車周遊通票不能搭乘通行高速公路的巴士(如「111號」與「117號」公車、利
木津機場巴士)與定期觀光巴士。

*居住於沖繩的居民無法使用本周遊通票。

■ 行程價格

使用公車周遊通票可在指定時間內無限次數搭乘沖繩本島內行駛的公車，非常的經濟實惠！即使不會開車，也能
暢遊沖繩的每個角落，盡享度假的樂趣。當地晚餐是絕對不能錯過的重點，品嘗美食享用美酒後，使用公車周遊通
票不用擔心酒後無法駕車的問題，能安心搭公車回到飯店。

沖繩都市單軌電車“Yui Rail”

真榮田岬 ©OCVB

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票券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７天前

最晩
預約日期

出發前隨時都可預約
(JTB那霸機場營業處或

旭橋沖繩旅行者觀光導覽中心)

【營運公司】  EXCEL租車 沖繩
【取消費用】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後)：100％ / 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前)：50％ / 行程開始日
前一天：40％ / 開始日的5天前～2天前：30％

1.  開始使用時，油箱為加滿狀態。還車時不需將油箱加滿。但是，由客人自行負擔途中的加油費。
2.  本方案是無全國口譯導遊或領隊同行的自由行方案。
3.  每輛車定員4名，此時最多可裝載2個行李箱。若行李箱有3個以上，則無法容納第4位客人上車。
4.  請務必隨身㩦帶國際駕照。當天未攜帶駕照的客人，不論任何理由，皆無法利用出租服務。並且必須按常

規支付取消費。
5. 1日遊是指在當天內使用完畢。2日遊是指在2天內使用完畢，並非以小時為單位(24小時)計時。

■ 注意事項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人(日圓・含稅價) / 實歲18歲起■ 行程價格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EXCEL租車 沖繩 那霸機場 
地址：沖繩縣豐見城市伊良波518-1
營業時間：年中無休 8:00～20:00

   行程費用包含  租車費(無里程限制)、免責補償費用、保險補償費用、營業損失賠償、
消費稅、租車期間的汽油費

MINI Cooper(照片僅供參考)MINI Cooper(照片僅供參考)

行駛(照片僅供參考)

行程代碼 方案 10/1 - 31 11/1 - 3/31

REN1O00404OOA 1日遊 15,360 15,800
REN2O00404OOA 2日遊 27,360 28,800
REN3O00404OOA 3日遊 35,760 36,800
REN4O00404OOA 4日遊 45,360 4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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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從Palette久茂地出發

9:00  從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出發

下車參觀古宇利島 20分鐘

 參觀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150分鐘

 下車參觀恩納村 御菓子御殿 30分鐘

下車參觀萬座毛 20分鐘

參觀琉球村 60分鐘

18:30  在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下車、解散

18:50     在Palette久茂地下車、解散
粉紅色 部分包含入場， 水藍色 部分包含觀光。

■ 行程內容

在超人氣水族館--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停留150分鐘，請您盡情參觀。巴士車內備有GPS多語言自動音聲導覽(英語、中文、韓語)，可聆聽景點介紹。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停留150分鐘 
+古宇利島+萬座毛+琉球村巴士行程(那霸出發到達)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停留3小時♪+邊戶岬 
+大石林山健行(搭載多語言語音導覽機/ 那霸出發到達)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首里城+知念岬 
+琉球玻璃村巴士行程 
(搭載多語言語音導覽機/ 那霸出發到達)

10/1 ~ 3/31 ： 每天 EXCEPT  12/4, 5
■ 出發日期

10/1 ~ 3/31 ： 週日、週三、週五 EXCEPT  12/1, 4
■ 出發日期

【主辦公司】 株式會社 沖繩蔚藍旅行社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100％ / 行程開始日前一天：40％ /  

開始日的7天前～2天前：30％ / 開始日的10天前～8天前：20％

【主辦公司】 株式會社 JUMBO旅遊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後)：100％ / 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前)：50％ / 
行程開始日前一天：40％ / 開始日的7天前～2天前：30％

1.  預約大人方案的客人(限高中生以上)，每人可免費帶1位實歲2歲以下
幼兒同行。免費參加的幼兒，恕不提供巴士座位。此外，入園費和餐
費也請自費。第2位幼兒起和需要座位的幼兒，請您預約兒童選項(本
選項適用實歲3～15歲兒童)。

■ 注意事項

1.  預約大人方案的客人(實歲16歲以上)，每人可免費帶1位實歲未滿3歲幼兒同行。免費參加
的幼兒，恕不提供巴士座位和午餐。搭乘巴士時，請家長抱坐在膝上。第2位起，請您預
約兒童選項(實歲3～6歲)，適用兒童團費。

2. 無客人指定上下車的地點，恕不停靠。
3. 本行程必須步行參觀大石林山，建議當天穿著方便步行的鞋子參加。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  / 小孩：3 ~ 15歲

出發日期 大人 小孩

1  10/1 ~ 10/31 5,500 3,600
2  11/1 ~ 3/31 5,700 3,700

■行程費用

1人[日圓、含稅]  / 小孩：3 ~ 15歲

大人 小孩

6,000 4,500

■行程費用

大石林山

古宇利島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Palette久茂地(8:30出發) / 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9:00出發)
當天緊急聯絡電話號碼 +81-98-941-6828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巴士站：請最晚在出發時間的10分鐘前集合。

   行程費用包含 
巴士車費、日語巴士隨車服務人員費、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入館費、琉球村入園費

   行程費用包含 
巴士車費、領隊費、大石林山入山費、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入館費、多語言語音導覽機使用費

■ 行程內容
7:45 - 8:35  從沖繩縣廳前的縣民廣場出發  從那霸遙

索爾酒店東側出發  從那霸希爾頓逸林酒店出發  在沖繩那
霸喜璃癒志城市渡假酒店下車、解散  從Orion皇家酒店出發  
從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出發

邊戶岬 20分鐘

大石林山 80分鐘

道路休息站「Yuiyui國頭」 50分鐘

進入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水族館參觀 180分鐘

19:00 - 19:50  在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青山洋服對面)下車、
解散  在Orion皇家酒店下車、解散  在沖繩那霸喜璃癒志城市渡
假酒店下車、解散  在那霸希爾頓逸林酒店下車、解散  在那霸遙
索爾酒店東側下車、解散  在沖繩縣廳前的縣民廣場下車、解散

粉紅色 部分包含入場， 水藍色 部分包含觀光。

從沖繩出發

英語、中文、韓語語音
導覽

FULL
DAY GENESIS 行程

最少出團
人数 2人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的
PM12:00前

BUS1O02002OOB 從沖繩出發

英語、中文、韓語語音
導覽

FULL
DAY GENESIS 行程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4天前

BUS1O02602OOB 從沖繩出發

英語、中文、韓語語音
導覽

FULL
DAY GENESIS 行程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4天前

10/1 ~ 3/31 ： 週一、週二、週四、週六 EXCEPT  12/1
■ 出發日期

【主辦公司】 株式會社 JUMBO旅遊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後)：100％ 
/ 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前)：50％ / 行程開始日前一
天：40％ / 開始日的7天前～2天前：30％

1.  預約大人方案的客人(實歲16歲以上)，每人可免費
帶1位實歲未滿3歲幼兒同行。免費參加的幼兒，
恕不提供巴士座位。搭乘巴士時，請家長抱坐在膝
上。第2位起，請您預約兒童選項(實歲3～5歲幼
兒)，適用兒童團費(提供巴士座位)。

2. 無客人指定上下車的地點，恕不停靠。
3. 團費不含午餐，請自理。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  / 小孩：6 ~ 15歲

大人 小孩

5,500 4,000

■行程費用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巴士站：請最晚在出發時間的10分鐘前集合。

   行程費用包含 
巴士車費、領隊費、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王國村入
場費、多語言語音導覽機使用費

■ 行程內容
8:30 - 9:20  從沖繩縣廳前的縣民廣場出發  從那霸遙索爾酒店東側出

發  從那霸希爾頓逸林酒店出發  從沖繩那霸喜璃癒志城市渡假酒店出發  從
Orion皇家酒店出發  從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青山洋服對面)出發

首里城公園(入館費請自費) 60分鐘

知念岬 30分鐘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 180分鐘

琉球玻璃村 30分鐘

沖繩平價精品購物城 ASHIBINAA 90分鐘

18:10 - 19:00 抵達沖繩縣廳前的縣民廣場、解散   抵達那霸遙索
爾酒店東側、解散  抵達那霸希爾頓逸林酒店、解散  抵達沖繩
那霸喜璃癒志城市渡假酒店、解散  抵達Orion皇家酒店、解散 

 抵達DFS旗下T廣場 沖繩店(青山洋服對面)、解散

粉紅色 部分包含入場， 水藍色 部分包含觀光。

首里城

BUS1O00502OOB1
BUS1O00512OO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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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慶良間諸島1日遊】
浮潛行程、體驗型潛水
+浮潛行程 

��乘船輕鬆前往♪
青之洞窟體驗型潛水 / 浮潛

Tour Code : See below

從恩納出發

❷ ACT1O00114OOA

從沖繩出發

❷ 體驗型潛水+浮潛
1人[日圓、含稅]  / 小孩：10 ~ 12歲

行程代碼 時間 大人 小孩

ACT1O
00114OOA 8:00 - 16:00 12,000 12,000

1人[日圓、含稅]  / 小孩：6 ~ 12歲
❶ 浮潛

行程代碼 時間 大人 小孩

ACT1O
00414OOA 8:00 - 16:00 9,000 8,000

■行程費用

1人[日圓、含稅]  / 大人：13 ~ 65歲 / 小孩：6 ~ 12歲

行程代碼 Meeting Time 大人 / 小孩

ACT1O04504OOS 9:00

5,000ACT1O00704OOS 11:00
ACT1O00804OOS 13:00

❶ 浮潛
1人[日圓、含稅]  / 大人：13 ~ 65歲 / 小孩：10 ~ 12歲

行程代碼 Meeting Time 大人 / 小孩

ACT1O04304OOS 9:00

12,000ACT1O00504OOS 11:00
ACT1O00604OOS 13:00

❷ 體驗型潛水
■行程費用

   行程費用包含   乘船費、指導員費、租借潛水衣費、租借器材費、
午餐(便當)、礦泉水、浴巾租金(1條)
❶浮淺器材租金
❷體驗型潛水器材租金

10/1 ~ 12/31 ： 每天
EXCEPT  ❷毎週六

■ 出發日期

   行程費用包含    ❶浮潛的體驗費 
❷體驗型潛水的體驗費、乘船費、整套相關器材租金、魚飼料費、設施使用費
(淋浴間、洗手間、更衣室)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營運公司】株式會社 SUMMER   地址：沖繩縣國頭郡恩納村字山田2679-1

11/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工作人員前往那霸市內客人所指定
的酒店迎接 在MARINE HOUSE 
SEASIR那霸店辦理報到手續

慶良間諸島

❶ 10:30 - 15:30
浮潛 / 午餐時間/ 浮潛

❷ 10:30 - 15:30  
體驗型潛水 / 午餐時間/ 浮潛

15:30 - 16:00  抵達MARINE 
HOUSE SEASIR那霸店後，就地解散。

7:30 a.m.

■ 行程內容

9:00或11:00或13:00  請自行前往SUMMER Resort沖繩集合

報到、事前準備(更衣、穿戴裝備、行前說明等)

10:00或12:00或14:00  從港口出發前往青之洞窟

 10分鐘

❶ 10:10或12:10或14:10  青之洞窟浮潛 40分鐘

❷ 10:10或12:10或14:10  青之洞窟體驗型潛水 40分鐘

 10分鐘

11:30或13:30或15:30  抵達店鋪、解散 30分鐘  

■ 行程內容
9:00 – 11:30 11:00 – 13:30 13:00 – 15:30

■ 時間

【營運公司】 MARINE HOUSE SEASIR那霸店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100％ / 行程開始日的3天前～前日：

50％ / 開始日的7天前～4天前：30％

1.  本方案有指導員同行。同行指導員不通外語時，船上會有說英語或中
文的工作人員同行，請安心參加。指導員或工作人員會用英語或中文
進行行前簡介，以及詳細的器材用法等說明。

2.  雨天照常成行。但是颱風等惡劣天氣時，有可能當天取消出團或者變
更開始時刻。此時，MARINE HOUSE SEASIR店會直接與您聯絡。

　TEL： 0120-10-2743(免付費電話，僅能從日本國內撥打)
098-869-6329(付費電話，可以從海外撥打)

■ 注意事項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 SUMMER
【取消費】 行程開始日當天：100％ / 行程開始日前一天：100％

1.  基於安全考量，以下人士不可參加本行程：過去或現在患有癲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
病、糖尿病等人士；懷孕中(包含未確定但自覺可能已經懷孕)人士。

2.  可參加體驗型潛水的年齡為實歲10歲～65歲。實歲9歲以下、66歲以上人士無法參加(同行
亦不可)。

3.  基於安全考量，實歲5歲以下、66歲以上客人無法參加浮潛。

■ 注意事項

❶ ACT1O00414OOA

餐食

午餐
(1次)

素食餐

國定公園--慶良間諸島的海域珊瑚礁群生，水中景緻美如仙境！本方案是從那霸出發，當天來回的熱門行程。可輕鬆探遊沖繩最美麗的大海，
體驗潛水與浮潛。免費提供從那霸市內酒店來回出發地點的接送服務(預約時，必須註明是否需要使用本服務)。

不必擔心暈船，也不需要自己游泳到近海，相當輕鬆的行程！參加浮潛時，1位工作人員最多帶領8位客人；參加體驗型潛水時，1位工作人員
最多帶領2位客人。人數設定符合安全標準，可以放心參加！

Kerama Islands snorkeling

Fish Feeding Experience
 (Photo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 only)

Snorkeling in the Blue Cave
 (Photo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 only)

Kerama Islands snorkeling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

GENESIS
分類：安排旅行
安排旅行：服務
服務：

GENESIS
分類：安排旅行
安排旅行：服務
服務：

8:00 a.m.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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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古島感動體驗】
和海龜一起浮潛(9:00出發)

ACT1O07704OOB 從宮古島出發

��【夜遊石垣島】
星空主題樂園♪星空村

ACT1O01704OOS 從石垣島出發

【營運公司】  石垣Yaima村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出發後) : 100% / 行程當天(出發前) : 

50% / 行程出發日的前3 ~ 1天 : 20%

1.  18:30起即可入場。
2.  當天可能受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無法觀賞星空，敬請見諒。
3.  因在戶外觀星，請您事先做好預防蚊蟲叮咬措施。
4.  當天可能受天氣影響，變更內容或臨時取消本活動，敬請留意。
5.  當地工作人員僅會說日語，恕無法對應外語，敬請見諒。 

■ 注意事項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 小孩

ACT1O01704OOS 2,000

■行程費用

體驗和野生海龜一起悠游在高透明度的宮古島海中。

燈海(照片僅供參考)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營運公司】  株式會社Summer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 / 行程出發日的前一天 : 100%

1.  實歲未滿5歲、66歲以上的人士恕無法參加。過去或現在患有癲癇或心血管疾病人士，以
及懷孕中(包含未確定但自覺可能已經懷孕)的人士，恕無法參加。宿醉或參加行程前飲酒
的客人，經營運公司判斷可能無法參加。曾患有循環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等
的客人，必須事前徵得醫師同意，並開立診斷書。為了您的安全，體驗時必須穿上現場提
供的救生衣。

2.  本行程無領隊同行。當天服務的工作人員僅會說日語。
3.  實歲5歲以下幼兒恕無法參加。實歲12歲以下客人必須由家長陪同參加。實歲13歲～20歲

客人必須徵得家長同意才能參加。
4.  當天請直接在外衣底下穿好泳衣，再前往集合。請自行攜帶替換衣物、毛巾、防曬霜、海

灘鞋。恕不提供租借泳裝服務。

■ 注意事項

和海龜一起浮潛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 小孩

ACT1O07704OOB 6,000

■行程費用

9:00        在宮古島Summer集合

報到、穿戴裝備、行前說明、前往體驗地點 25分鐘

浮潛 40分鐘

12:00         抵達店鋪、更衣、解散

■ 行程內容

18:30 - 20:15    自作星座投影
尋找星星的碎片、
星空教室、
發光留言板

20:15 - 21:00  觀星時間

■ 行程內容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5天前

��【沖繩離島】
樂遊石垣島 / 宮古島通票

從石垣島,宮古島出發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持本通票可享入場優惠，暢遊石垣島與宮古島的代表性觀光景點。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行程費用
行程代碼 方案 大人 小孩

PAS5O00504OOB 樂遊石垣島 1,600 800TKT5O00404OOB 宮古島通票

【營運公司】  JTB corp.
【取消費】   缺席 / 行程當天 : 100%

1.  本行程是無導遊同行的票券商品。請客人自行前往各設施，結束後各自返回住宿處。1
份通票限1人使用。不得多人共同使用1冊。1處設施限使用1次。

2.  持本通票的大人，每人可以免費帶1名實歲5歲以下幼兒同行。第2位起必須在各設施
購票入場(僅可付現)。

3.  遺失票券時，恕不再補發或對應退費事宜，請您妥善保管。
4.  請您自行前往各景點參觀。移動時的交通費請自行負擔。

■ 注意事項

1. 包含以下2種通票。

3.  比您在各設施購買入場券的總價更便宜。
2.  本通票(聯票)有效期為：從換票日數起5天內有效，您可盡情暢遊石垣島與宮古島。

Ishigakijima
Enjoy Pass

可進入3所設施
樂遊石垣島通票

可進入4所設施
樂遊宮古島通票Miyakojima

Enjoy Pass

① 川平灣玻璃底船
(川平Marine Service)

・實歲12歲以上：1030日圓　
・實歲6～11歲：520日圓
②石垣Yaima村
・實歲12歲以上：1000日圓　
・實歲3歲～小學生：500日圓
③石垣島鐘乳洞
・高中生以上：1100日圓　
・實歲4歲～國中生：550日圓

①進入SHIGIRA 黃金溫泉
・實歲12歲以上：1500日圓
・4～11歲：800日圓
②宮古島海中公園
・大學生以上：1000日圓　
・高中生：800日圓　
・中小學生：500日圓
③宮古島海寶館
・高中生以上：500日圓　・中小學生：300日圓
④烏托邦農場宮古島
・實歲16歲以上：350日圓　・15歲以下：免費

中小學生：300日圓

宮古島海中公園

川平灣玻璃底船

GENESIS
Category : Private Arrangement
Private Arrangement : Services
Services : Pass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1天前

11/2 ~ 4, 9, 10, 23, 24, 30, 
12/1, 7, 8, 14, 15, 21, 22, 
28 ~ 1/2, 
3/1, 7, 8, 14, 15, 20 ~ 31

■ 出發日期

84/88星座與銀河閃耀的星之慶典，於北緯24度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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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山5島(西表島+竹富島+小濱島+黑島+鳩間島)】 
高速船周遊券 3日券 / 4日券 / 5日券

行程代碼：請參照下方

從石垣島出發

10/1 ~ 3/31 ： 每天
■ 出發日期

10/1 ~ 3/31 ： 每天 EXCEPT  10/20, 21
■ 出發日期

10/1 ~ 3/31 ： 每天 EXCEPT  10/20, 21
■ 出發日期

��【竹富島1日遊】乘坐巴士遊覽 
+水牛車(石垣港出發/ 到達)

BUS1O01412OOB 從石垣島出發

周遊券可兌換時間 7:00 - 18:30
■ 時間

安榮觀光推出的周遊券。可在有効期限內不限次數使用離島航線，非常划算的票券！

在八重山島內觀光，欣賞當地明媚的自然風光。由布島～西表島區間請您體驗乘坐著名的水牛車。

在八重山島內觀光，欣賞當地明媚的自然風光。

【營運公司】 有限公司安榮觀光
【取消費】 無

1.  當天可能受天氣和海象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停航或延後出航時
間。有關運行狀況，請您自行洽詢「安榮觀光」確認航班相關事
宜。預定的船班因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航而無法乘坐時，亦
無法對應退費事宜。

2.  周遊券兌換後即使未乘船，亦無法對應退費事宜。此外，票券如
有遺失，恕不再補發，敬請留意。

■ 注意事項

高速船

租借自行車

水牛車

��八重山諸島(西表島+由布島+竹富島) 
1日周遊行程(含在竹富島租借自行車)

BUS1O02222OOB 從石垣島出發

【營運公司】 有限公司安榮觀光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後)：100％ / 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前)：50％

【營運公司】 石垣島Dream觀光株式會社
【取消費】  未聯絡・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後)：100％ /  

行程開始日當天(行程出發前)：50％

   行程費用包含  來回乘船費、乘坐巴士觀光的費用、乘坐
水牛車觀光的費用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石垣港離島船運中心內・石垣島
Dream觀光 / 地址：沖繩縣石垣市美崎町1番地「石垣港
離島船運中心內・石垣島Dream 觀光」

粉紅色 部分包含入場， 水藍色 部分包含觀光。

   集合地點和交通路徑　 
安榮觀光株式會社 / 交通路徑：沖繩縣石垣市美崎町1番地

TEL：0980-83-0055　營業時間：7:00～18:30
官網：http://www.aneikankou.co.jp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2歲

大人 小孩

13,800 8,400

■行程費用

   行程費用包含 乘船費

   行程費用包含  來回乘船費、仲間川紅樹林遊船費、在各
島內乘坐巴士觀光的費用、由布島入園費、水牛車費用、
竹富島租借自行車費用、午餐

1.  本行程無領隊同行。西表島・由布島上有當地的工作人員同行，提供日語
說明服務。

2.  部分自行車備有兒童輔助椅(體重限15公斤以下)。數量有限，需要的
人請在預約時註明清楚。

3.  在12/21～31期間、自行車不可便用兒童座椅

■ 注意事項

7:55 a.m.  在石垣港離島船運中心內・石垣島Dream
觀光窗口辦理報到手續 

仲間川紅樹林遊船 60分鐘  

乘坐水牛車 15分鐘

參觀由布島植物園 85分鐘

乘坐水牛車 15分鐘   

在竹富島騎自行車 
※從竹富島返回石垣島時可搭乘如下船班： 

16:00航班、17:00航班。

抵達石垣港、解散

■ 行程內容

※可在當地自行選擇方便搭乘的回程航班。

在石垣港離島船運中心內「安榮觀光」窗口集合並辦理
報到手續。

 搭巴士遊覽竹富島島內

乘坐水牛車

自由時間 

抵達石垣港、解散

■ 行程內容

1.  預約大人(年滿12歲以上)方案的客人，可免費帶1位幼兒(實歲未滿6歲)同行。上述幼兒可免費搭乘如下項目：高速船、巴士、水牛車。恕不
提供座位，請家長抱坐。第2位幼兒起，預約時請選擇兒童選項(實歲6～11歲兒童)，適用兒童團費。此時，提供座位。

2. 當天可能受天氣和海象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停航或延後出航時間。參加前一天請自行洽詢「安榮觀光」確認航班事宜。

■ 注意事項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營業日)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GENESIS
分類：安排旅行
安排旅行：服務
服務：

餐食
不含餐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3天前(營業日) GENESIS 行程

餐食
不含餐 最少出團

人数 1人

最晩
預約日期 4天前(營業日) GENESIS 行程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行程代碼 大人 小孩

PAS3O00503OOB
(3日券) 6,800 3,400

PAS4O00603OOB
(4日券) 7,800 3,900

PAS5O00703OOB
(5日券) 8,800 4,400

■行程費用

1人(日圓・含稅價) / 小孩：6 ~ 11歲

大人 小孩

5,900 3,700

■行程費用

15



For Reservations &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of Japan Tourism Agency
Registered Travel Agency No. 64

2-3-11 Higashishinagawa,Shinagawa-ku, Tokyo 140-8602

JTB Sunrise Tours is operated by JTB Corp.

A Certified Travel Service Manager is responsible for supervising all transactions 
conducted at the sales office where your travel arrangements are mad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your travel contract,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Manager.

Cover Photo (Explore OKINAWA Japan): 
Kouri Bridge / Gyokusendo Cave / Water Buffalo Cart / Sea Turtle / Okinawa World / 
Saltwater Fish / Cape Manza / Shiisa / Underwater Scenery ⓒOCVB

JTB Corp.

Tour Terms & Conditions

請求コード：1499923

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page and the pages of the courses you would like to book 
before making your reservation. When making your reservation, please be sure to receive and 
read the Tour Terms & Conditions (complete version).

1. Contract for Agent-Organized Tours
1.  Responsibility rests with the company operating Agent-Organized Tour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TB”) whose name in full appears below and in its tour pamphlets. Clients joining such tours shall 
conclude an Agent-Organized Tour Contra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ravel Contract) with JTB.

JTB Corp. Address 2-3-11 Higashishinagawa, Shinagawa-ku, Tokyo 140-8602
Commissioner of Japan Tourism Agency Registered Travel Agent No.64

The content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shall conform to those specifi ed in each tour itinerary, 
the conditions as specified hereunder, the final itinerary handed to clients before departu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Final Tour Itinerary”) or this brochure when Final Tour Itinerary is not 
applicable, and the tour contract for agent-organized tours as described in JTB’s t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ou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gent Organized Tours”).

2. Application of Agent-Organized Tour Contracts and their Conclusion
1.  The client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 on JTB’s tour contract as required by JTB and its agents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COMPANIES”) and submit the form together with the necessary reservation 
deposit as printed in the pamphlet.

2.  COMPANIES may accept applications for travel contracts by telephone, mail, facsimile and 
other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such cases, the client shall submit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reservation deposit to COMPANIES within 3 days counting from the day when acceptance of 
application is confi rmed.

3.  The Travel Contract shall become valid upon COMPANIES’ consen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and receipt of the reservation deposit. If tour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phone, the Tour 
Contract shall become valid upon COMPANIES’ acceptance of the tour deposit as specifi ed in 
the Clause 2. When clients request tour arrangements by mail, facsimile or other communication 
methods, the tour contract shall become valid upon payment of the Tour Deposit and COMPANIES’ 
notifi cation of acceptance of the tour contract.

3.  Payment of Tour Fare
The Tour Fare shall be paid no later than the 13th day prior to the eve of the departure date. When 
application is made on or after the 13th day prior to the eve of the day the tour starts, the tour fare 
shall be paid before departure by a date designated by COMPANIES. If the client is a member of 
COMPANIES affiliated credit company and consents to pay for the itinerary by credit card, JTB 
shall charge the client’s credit card for tour fares (inclusive of tour deposits and additional charges), 
any cancellation charge or non-fulfi llment fee, additional charge and handling fees even without a 
signature. In the absence of any request from the client, the card will be charged on the date the client 
accepts the itinerary. 

4. Tour Fare
1.  Clients 12 years of age or more shall be charged adult fare and those aged 6 to 11 shall be charged 

child fare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 ed. However, when a tour includes air travel, clients aged 3 to 5 
will be charged child fare. One child fi ve years of age or less can join the tour in JTB of an adult, but 
will receive no services such as meals or bed. If more than one child, one child fare will be charged 
for each additional child fi ve years of age or less. This does not apply to tours for which infant fares 
are quoted.

2.  The fare is indicated for each tour course. Clients are asked to confi rm the fare according to the 
departure date and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5. Revision of Travel Service Content
JTB may, after conclusion of the Travel Contract, revise its contents and services for any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natural calamity or disaster, civil unrest, suspension of services rendered 
by transport/accommodation facilities, provision of transportation not based on the original 
operational plan, governmental orders, or other circumstances beyond JTB control. JTB 
reserves the right to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when safe, smooth tour 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tinerary is deemed impossible, or when there is vali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tour 
cannot continue. In such cases, JTB must explain in a timely manner its inability to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Travel Con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However, said explanation may be 
made after revisions are made when conditions demand.

6. Change of Tour Fare 
JTB shall, when tour operation costs (including cancellation charges, penalties, and other expenses 
for tour services unavailable due to the revision of contract content, which clients have already paid 
or bear obligation to pay) have risen due to one of the reasons stipulated in Article 5 above, revise the 
tour fare accordingly. However, in the case that substitutions are required because of a shortage of 
facilities, transportation seats, hotel rooms, etc., though such services are available, this paragraph 
will not apply.

7. Cancellation Rates
1.  If a client cancels the tour for personal reason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Tour Contract, the client 

shall pay cancellation fees described below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Brochure and clients 
remaining in the tour shall pay the balance of additional per room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 
in number of participants.

Chart : A
Timing of Cancellation Cancellation Fee

(1)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no less than 21 day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N/A

(2)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within 8 - 20 day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20% of the tour price

(3)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within 2 - 7 day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30% of the tour price

(4)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on the da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40% of the tour price

(5)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before the departure time on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50% of the tour price

(6)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after the departure time or no cancellation 
notice is received 100% of the tour price

Chart : B
Timing of Cancellation Cancellation Fee

(1)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no less than 8 days prior to the check-in 
date N/A

(2)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within 2 - 7 days prior to the check-in date 10% of the tour price

(3)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on the da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check-
in date 40% of the tour price

(4)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on the check-in date or no cancellation 
notice is received 100% of the tour price

Chart : C
Timing of Cancellation Cancellation Fee

(1)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no less than 8 day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N/A

(2)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within 2 - 7 days prior to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30% of the tour price

(3)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on the day immediately before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40% of the tour price

(4)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before the departure time on the departure 
date of the tour 50% of the tour price

(5) If cancellation notice arrives at JTB on the check-in date or no cancellation 
notice is received 100% of the tour price

* Timing of cancellation is based on Japan time.
* Please check each page for details on cancellation fees not found in the above charts.

2.  In case of cancellation due to a credit fi nancing issues beyond the Company’s control, the client 
shall pay the cancellation fees specifi ed by the Company.

3.  If a client fails to pay the tour price by the due date, the Company will consider that the client has 
cancelled the Tour Contract as of the day following the due date, and the client shall pay a penalty 
charges equal to the amount of the cancellation fees.

4.  If a client changes the departure day or a part of the itinerary such as the tour package or any 
transportation or accommodation due to his/her personal preferences, the Company shall consider 
this a cancellation of the entire tour and the Company shall charge the cancellation fees specifi ed 
by the Company.

8. Services Included in the Tour Fare
The expense of transportation fares or charges, accommodation, meals, and consumption taxes as 
specifi ed in the tour itinerary. In principle, refunds will not be made for the expenses above even if 
clients choose not use a portion of these services. (Transportation and individual costs not included in 
the course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tour fare.)

9. Others
This pamphlet includes agent-organized tours planned and operated by travel agencies other than 
JTB Corp., In each product, the planning / operating travel agency will be specifi ed as the “Operating 
Company.” When making a booking, please refer to the operating company’s contract conditions.

1 September, 2018 revi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