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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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xels   

美滨美国村 

"美国的日本人"

由于高耸的摩天轮已经成为这个购物区的商标，因此在数英里以外的地方可
以看到一个位于美浜北谷町或者美国村庄的各种流行的地方。美国餐馆，国
际美食餐厅，兼有西方和日本电影的电影院，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旅客可以
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意义。美国村庄最大的购物景点之一是Jusco，这是一个高
档的一站式超级市场，深受游客和当地人的喜爱。除了上述地区之外，美国
村还有许多其他场所，比如海边广场和龙宫，这些场所提供更多的娱乐选择
（卡拉OK，游戏，保龄球等），当然还有更多的购物场所。

 +81 98 926 5678  www.okinawa-americanvillage.com/  15-69 Mihama, Nakagami District,
沖繩縣

 by jpatokal http://wikitra

vel.org/en/User:Jpatokal   

珊瑚礁遭遇 

"在海底"

虽然他们的总部位于冲绳中部的北谷村，但是冲绳邂逅在整个冲绳县内从海
德岛的北端一直延伸到八重山地区的永南岛。经验丰富的潜水员和新手潜水
员都可以选择浮潜，潜水和钓鱼，甚至可以成为认证潜水员。员工流利的英
语和日语，公司还提供全包旅游套餐。访问网站进行预订。

 +81 98 995 9414  www.reefencounters.org/
okinawa-diving/home/abou
t-us.html

 reservations@reefencount
ers.org

 1-493 Miyagi, Chatan

 by Mondschwinge   

Sakima美术馆 

"和平的冥想"

这座博物馆是建立在美国军队回收的土地上，由Sak尾道夫（Michio Sakima
）创建，作为二战持续影响的和平调解场所。一幅题为“冲绳战役图”的作
品向参观者展示了对战争蹂躏的艺术解读，以一种或许历史博物馆不能的方
式影响观众。普天间空军基地可以从屋顶全部看到。博物馆周二和周日休息
。

 +81 98 893 5737  www.sakima.jp  info@sakima.jp  358 Uehara, Gin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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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anegen   

Katsuren祚 

"在Uruma的Awamari阁下的城堡"

建于12世纪左右，胜利城遗址（Katsuren Castle）坐落在冲绳市东部的乌鲁
玛山上。这是一个gusuku，或传统的冲绳城堡的例子。因为它位于一个以太
平洋为界的半岛，所以也被称为“海洋Gusuku”。 Awamari勋爵是明智的，
促进贸易和引进海外技术和文化，以增加他的领域的繁荣。然而，他于1458
年被首相的国王推翻了阴谋篡位。从建筑物中挖出了许多精美的瓷砖和中国
瓷器，现在是世界遗产。公园于每周一和12月29日至1月3日关闭。

 katsurenjo.jp/en/  3908 Katsurenhaebaru, Uruma

 by Kevin Haas 

Urasoe美术馆 

"陶器和漆器"

在Shuri之前，Urasoe是琉球群岛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仍然拥有众多的历史文
化遗产。博物馆专门展示琉球漆器和陶器的精美作品，深受中国贸易的影响
。如果您觉得创作灵感，请联系博物馆了解更多有关陶艺和木雕课程的信息
。博物馆周一不营业。

 +81 98 879 3219  museum.city.urasoe.lg.j
p/

 bijutu@8761234.jp  1-9-2 Nakama, Urasoe

 by ken2754@Yokohama   

Shurijo城堡公园 

"琉球国王的宫殿"

作为琉球国家的宫殿，Shurijo城堡是现在被称为冲绳的岛屿链的经济，宗教
和行政中心。在与中国和日本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一定要向中国和日本表
示敬意，这些城市的建筑，装饰和大部分的红色墙壁都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的
影响。自十二世纪以来，十里庄一直是王室住宅，日本军事基地和学校。这
是冲绳二战期间唯一完全恢复到十八世纪的冲绳城堡，现在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可轻松抵达单轨列车或公共汽车。传统的琉球舞蹈每天
在主庭院进行三次。查看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81 98 886 2020  oki-park.jp/shurijo-
park/english/

 1-2 Kinjo-cho, Shuri, Naha

 by Kevin Haas 

国际街 

"奇迹英里"

二战后首批重建的地方之一，国际街因其商店，餐厅和酒吧而被誉为“奇迹
一英里”。沿着这个1.6公里长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很多酒店，你会发现游客和
当地人都喜欢在精品店里寻找最新潮流和时尚。一些值得注意的纪念品包括
瓶形的星星沙，或泡在瓶泡盛（冲绳酒）蛇。夏季的节日也在这条路上进行
。

 +81 98 868 0616  www.japan-guide.com/e/e7114.html  Kokusai Street, Naha City

 by yajico from Tokyo   

Masahiro Awamori画廊 

"泡盛酿酒厂"

位于I满市酒厂一楼的泡盛（鉴于泰国大米蒸馏的酒）鉴赏家会欣赏冲绳的精
神。一楼是游客品尝和购买各种泡盛的商店，二楼则展示了历史和现代的交
易工具。敬请司机和未成年人不要参加抽样。

 +81 98 994 8080  www.masahiro.co.jp  gallery@masahiro.co.jp  5-8-7 Nishizaki-cho,
It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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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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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98 052 3379  www.busena-marinepark.com/englis
h/index.html

 1744-1 Kise, Nago

 by By amira_a   

冲绳县立和平纪念博物馆 

"和平的纪念碑"

位于和平纪念公园的冲绳县立和平博物馆的展品分为五个房间，其中三个以
冲绳战役为中心，至少有20万人遇难，其中两个以战前和战后为重点冲绳。
博物馆有关于发生的悲剧的电影，照片和个人证词，希望在那段时间忍受的
痛苦不会重演。

 +81 98 997 3844  www.peace-museum.okinaw
a.jp/english/

 webmaster@peace-
museum.pref.okinawa.jp

 614-1 Mabuni, Itoman

 by randomidea   

名护菠萝园 

"菠萝喜悦"

名护菠萝园教菠萝爱好者关于菠萝的生活，从幼苗到食品。一个菠萝车通过
菠萝田和热带花园游客，商店出售岛上最新鲜，最美味的菠萝产品，包括菠
萝酒。不要尝试菠萝冰淇淋，并看看菠萝木炭。而且，如果你还没有填饱肚
子，可以在餐厅品尝一些菜肴。那些不能把奖品带回家的人可以使用商店的
送货服务。

 +81 98 053 3659  www.nagopine.com/  1195 Bimata, Nago City

 by Kevin Haas 

Ryugujo蝴蝶屋 

"与蝴蝶颤振"

离海洋公园只有四分钟的路程，通过这个小蝴蝶花园的快速游览，让全家人
在一天的工作之前微笑。如果你想近距离看到它们，拿起进入时提供的一个
红色的帽子或雨伞，蝴蝶肯定会趴在你的头顶上。大厦内还有一个餐厅，可
以欣赏到美丽的海景，还有一个纪念品商店，里面摆放着所有典型的冲绳货
物。

 +81 98 048 3456  www.ryugujo.net/  390-1 Yamakawa, Motobu

 by Kevin Haas 

海洋博览园 

"冲绳北部的旅游中心"

海洋博览园是首次为1975年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建造的本部半岛上的一个大
型建筑群。可能是冲绳北部最受欢迎的地方，地理位置包括海洋文化博物馆
，热带梦幻中心（拥有2000株兰花的植物园）和美丽海水族馆。上述景点需
要入场费，但同样有趣的海豚泻湖，海龟池，海牛池，原住民冲绳村和植物
园是免费的。不要惊慌失措，为需要的人提供轮椅和婴儿车，游客可以花200
日元购买公园公共汽车的日间通行证。餐饮设施和翡翠海滩也位于酒店内。
查看网站的团体票价，运营时间和免费入场的各个景点的日子。

 +81 98 048 3140  oki-park.jp/kaiyohaku/en/  Ishikawa 424, Motobu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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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wwarby   

美丽海水族馆 

"世界上最大的光芒和鲨鱼"

海洋公园的美丽海水族馆是体验冲绳美丽的海洋生物和珊瑚礁的完美场所，
无需挤入潜水装置，其设施使其成为带孩子的好地方。这个水族箱中最大的
水箱，高达7500立方米（264,860立方英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蝠as和70种
鲨鱼，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鲸鲨。美丽海水族馆也是第一个配备珊瑚水
族箱的水族箱，水箱可以自由进出海洋。海豚，海龟，海牛和鱼也在这里愉
快地居住。检查网站的营业时间和免费入场日期。

 churaumi.okinawa/en/  424 Azaishikawa, Ocean Expo Park, Mot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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