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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儿童探索博物馆 

"泰克斯的乐趣"

冲绳儿童探索博物馆有足够的活动，以保持最好的儿童占用。博物馆的设施
包括一个互动的空间，儿童可以在这里玩展品来创作艺术作品，还有一个带
宠物区的动物园和一个阅读角。最后一次入场是关闭前一个小时，博物馆从
十月到三月提前半小时关闭。

 +81 98 933 4190  www.kodomo.city.okinawa.okinawa.
jp/

 5-7-1 Goya, 沖繩縣

 by No-longer-here   

冲绳儿童世界动物园和博物馆 

"向儿童介绍动物世界"

冲绳儿童世界也被称为冲绳动物园和博物馆。这个地方有哺乳动物，鸟类，
鱼类，爬行动物和200多种动物。冲绳儿童世界是向各种物种介绍儿童的好方
法。冲绳儿童世界是孩子们在享受的同时学习的地方。动物园里还有几只谷
仓动物，孩子们可以像豚鼠和小鸡那样宠物。动物园大多在假期和学校休假
期间挤满了人。博物馆举办各种活动，让孩子们认识并相信他们的潜力和能
力。博物馆让孩子们探索他们的想象世界。

 +81 98 933 4190  www.kodomo.city.okinawa.okinawa.
jp/index.shtml

 5-7-1 Goya, 沖繩縣

 by Sharon McCutcheon on
Unsplash on Unsplash   

冲绳运动公园 

"户外乐趣"

在冲绳南北冲绳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请在冲绳综合运动公园休息，舒展双腿
，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公园享有蔚蓝海洋的景色，为儿童和成人提供了许多
乐趣。公园内有各种各样的水上公园，里面有滑梯和游泳池。那些想欣赏风
景的人也有几条步道。其他设施包括迷你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冲绳马拉松
每年2月份开始

 +81 98 932 5114  5-3-1 Hiyagon, 沖繩縣

 by shektf   

东南植物园和冲绳魔法森林 

"慢慢来"

适合放松的家庭出游，成年人可以在花园里漫步，欣赏美景，而孩子们则可
以用万花筒和彩绘小雕像等工艺品作为纪念品带回家。该公园作为自己的货
币称为“慢”，象牙坚果棕榈树的产品。入场时给成年人减速500次，可以每
日1次慢速购买。慢点可以用来购买公园里的货物和食物。

 +81 98 939 2555  www.sebg.co.jp  info@sebg.co.jp  2146 Chibana, 沖繩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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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ooking.com 

全日空酒店拉古纳花园 

"商业与快乐"

ANA Hotels Laguna Garden酒店位于那霸市和冲绳市之间的吉尾湾58号公路
旁，为商务旅客提供所有需要的商务旅行。场地内设有纪念品商店，五间餐
厅，健身中心，游泳池，水疗中心和岛上最大的宴会厅。尽管Sakima艺术博
物馆和海滩也在附近，但中庭和瀑布使得这个度假胜地成为了一个景点。希
望在镇上过夜的游客可以前往人间舞台或北谷町。

 +81 98 897 2121  www.laguna-garden.jp/  4-1-1 Mashiki, Ginowan

 by Public Domain CC0   

吉野湾海滨公园 

"海边的乐趣和嬉戏"

这个在宜野湾的独一无二的多用途公园，为全家人提供了出色的郊游场所。
与公园接壤的海洋的蔚蓝的水域，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放松，或者进行大量的
户外活动。公园有跑步和漫步的痕迹，除了有一个广阔的游乐场，你的小朋
友可以在周围嬉戏。猴子酒吧，秋千和幻灯片增添乐趣。

 +81 98 897 2751  www.ginowankaihinkouen.
jp/#_=_

 ginowankaihinkouen@gmail
.com

 4-2-1 Mashiki, Ginowan

 by Mollenborg   

Bios在山上 

"丛林巡航"

在Uruma附近的石川，游客可以穿过充满蕨类植物的公园，皮划艇，骑在水牛
车上，或者乘坐25分钟的丛林游船，但入场费不包括门票。公园里种植着美
丽的野生兰花，与日本最大的兰花温室山花园中心相邻的Bios也为浪漫的郊
游提供了完美的背景。前台可租用轮椅和婴儿车。

 +81 98 965 3400  www.bios-hill.co.jp/en/  961-30 Ishikawa Kadekaru, Uruma

 by そらみみ   

琉球村 

"保存文化"

看看冲绳曾经的历史吧。昔日的琉球王国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这个设施给
了一个很棒的机会，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为了保护冲绳的民族文化遗产，琉
球村是一个生动的村庄，体现了古代冲绳的历史和传统。来到这个村庄的游
客们从他们的手中摸索出许多结构，在工作中观看工匠，参加这里庆祝的各
种节日和活动。

 +81 98 965 1234  www.ryukyumura.co.jp/en/  1130 Yamada, Onna

 by Kevin Haas 

Rizzan海洋公园酒店Tancha湾 

"完美的家庭"

Rizzan Sea Park Hotel Tancha Bay酒店设有558间明亮宽敞的日式和西式套
房，提供包含早餐的客房以及包括参观Churaumi水族馆的特别旅游套餐。家
庭会喜欢他们可以使用现场租车服务台和旅行代理服务台计划他们的假期的
轻松，并与11餐厅，温泉，儿童花园，各种海洋活动，整个家庭一定会找到
他们钟爱的东西。位于冲绳岛中部，地理位置优越，游客可以方便地前往本
部半岛或南部的那霸市。

 +81 98 964 6611  www.rizzan.co.jp/english/index.h
tml

 1496 Aza Tancha, 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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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tevepb   

优衣库 

"一站式的风格"

优衣库（优衣库）是一家日本品牌，专门设计和销售一条多功能的服装系列
，从男士，女士和儿童的舒适T恤，牛仔裤，长裤，夹克和正式服装等各个方
面都有。他们还会与品牌聚在一起，每隔一段时间发布一些新的东西，比如
说迪斯尼或者莫明斯。更重要的是，在所有地点的商店都是免税的游客！你
应该完全闯入优衣库，为你的衣橱找到新的，惊人的东西。

 +81 98 859 8787  map.uniqlo.com/jp/ja/detail/1010
0639

 5-10-2 Kanagusuku, Aeon Naha
Shopping Center, Naha

 by 663highland   

冲绳世界 

"文化主题公园＆Gyokusendo洞穴"

文化王国，石窟洞穴，哈布公园是冲绳世界，人们可以在重建的琉球村了解
传统的琉球手工艺，在哈布公园观看蛇溜，然后步行5公里（3英里）位于冲
绳最大的洞穴Gyokusendo Caves的巨大钟乳石。参观者可以选择仅以较低的
门票价格进入特定展品。公园从十一月到三月提前半小时关闭。

 +81 98 949 7421  www.gyokusendo.co.jp/okinawaworl
d/

 1336 Tamagusuku Aza-Maekawa, Nanjo

 by Kevin Haas 

冲绳万豪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 

"海滨放松"

冲绳万豪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提供精致的餐饮，水疗护理和健身俱乐部，确
保为商务旅客或休闲度假者提供轻松的旅程。每个361豪华宽敞的客房都配有
液晶电视，但有些人可能会从窗口发现名护湾的景色更具吸引力。酒店提供
前往度假酒店私人海滩的交通服务，附近还有浮潜设施和高尔夫球场。虽然
有点隐蔽，但度假村仍然位于Motobu镇的海洋世博公园和北谷镇的美国村之
间。

 +81 98 051 1000  www.marriott.com/hotels/travel/o
kamc-okinawa-marriott-resort-and-
spa/

 1490-1 Kise, Nago

 by Booking.com 

冲绳丽思卡尔顿酒店 

"冲绳主题"

冲绳丽思卡尔顿酒店坐落在风景如画的Kise乡村俱乐部中，在其设计中融入
了传统的冲绳建筑风格。从独特的红瓦屋顶到冲绳主题的室内设计，酒店散
发着传统氛围。尽管如此，在典雅的家具完成的客房是当代的事情。客房内
的各种便利设施确保您享有舒适的住宿。酒店的餐饮场所包括Chura-Nuhji餐
厅，意大利餐厅，Kise，铁板烧以及Gusuku休闲早餐和午餐点。除了这些，
酒店还有三间酒吧。带休息室甲板的室外游泳池是享受清凉的理想之地，而
全方位服务的水疗中心为所有客人提供豪华的理疗服务。检查网站更多。

 +81 980 43 5555  www.ritzcarlton.com/en/
Properties/Okinawa/Defau
lt.htm

 rc.okarz.leads@ritzcarlt
on.com

 1343-1 Kise, Nago

 by 663highland   

布塞纳度假村水下观测台 

"在海底"

在名护市南郊的布塞纳度假村水下观测台，游客和当地人都可以在没有任何
潮湿的情况下进入水下。天文台看起来像是一个管在海岛外的管子，把游客
带到海底，看看冲绳海洋生物的全景。走得更远的玻璃底船在沙滩上。船票
门票价格为成人1500日元，高中和大学生1200日元，儿童750日元。天文台和
乘船的门票可以折扣一起购买。三月至十一月期间，天文台关闭半小时，最
后一次入场是关闭前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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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98 052 3379  www.busena-marinepark.com/englis
h/index.html

 1744-1 Kise, N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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