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沖縄県
OKINAWA

可體驗沖繩各地區的
外景地和美食!

2016年
2月
發
行
　
發
行：沖

繩
縣
　
普
通
財
團
法
人
沖
繩
旅
遊
會
議
局
　
沖
繩
縣
那
霸
市
微
祿
1831-1沖

繩
產
業
支
援
中
心
2層
　
TE
L:098-859-6162 FA

X
:098-859-6221



P.15

Contents

　由大小160個島嶼組成，位於日本最南
端的「沖繩」，自然條件優越。於亞熱帶地
區的沖繩縣，一年四季得天獨厚的溫暖氣
候，以最受歡迎的度假勝地而備受矚目。
　提到沖繩，就不得不讚賞其魅力之一，
具有卓越透明度的美麗海洋。不過，吸引
人們的不僅僅是美麗的海洋，還有曾經被
稱為琉球王國時代遺留至今，以首里城為
代表的世界遺產「琉球王國的城堡以及相
關遺產群」、組舞和EISA等傳統藝能、善
用沖繩蔬菜的郷土料理，所有這些獨自發
展至今的歷史、文化、風俗、藝能工藝，都
匯集了許多人莫大的關注。此外，在本册
子裡介紹了許多具沖繩魅力的電影作品，
也都陸續公開上映。
　為了發現您還不知道的沖繩以及讓您的
沖繩之旅更加充實，請與這些電影作品一
起暢遊沖繩，我們將帶給您各種感動和記
憶猶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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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沖繩之旅更加充實，

請與電影作品一起巡遊沖繩。

八重山·慶良間群島區域

慶良間群島

西表島

石垣島

宮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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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市·南部區域

中部區域

北部區域



外景作品「百日告別」

大約維持有450年左右的琉球王國主要城堡，作為縣內最大的
木造建築物被登錄為世界遺產。融合了日本和中國的築城文化，
鮮艶的朱色城堡莊嚴威武，極具震撼力。首里城所佇立的小高
台也被認定為聖地。來沖繩觀光必定到訪的景點。

【Map Code  33 161 631*41】

外景作品「百日告別」

在16世紀前後，作為從首里城延伸至那霸
港等的主要道路而得到整修的鋪石古道。
道路周圍林立著紅瓦片的古民宅，從中可
以感受到琉球王國時代的城下街。

【Map Code 33 161 513*36】

沖繩近海的海鮮和縣產牛豬肉、蔬菜、水果等各種當地居
民都很熟悉的食材店舖，在此齊聚一堂。請一定要來這裡，
親自體驗一下活力十足的市場雰圍。【Map Code 33 157 264*63】

 午餐沖繩火腿蛋飯糰總店

沖繩傳統食物午餐火腿蛋飯糰的專門店。從僅夾著雞蛋
和午餐肉的簡易飯糰到西式的獨自菜單，種類豐富。最適
合開車兜風時食用。
● 那霸市松尾2-8-35　● 098-867-9550　●  7:00～18:00 
● 休息日：星期三

使用健康美味的手工豆腐作成的「什錦豆腐
套餐」頗受歡迎。既便宜、份量又多的家庭
式沖繩料理，菜單種類豐富齊全。位於首里
城附近的姊妹店「七星食堂」同樣可以體驗
如同自家的用餐氣氛。
● 那霸市首里久場川町2-128-1　● 098-885-6585
● 9：00～21：00 　● 休息日：星期三

 奧武島

15分

20分 20分 10分 15分

10分

作為沖繩門面而繁華的市中心和

歷史價值極高的文化遺產區域

1

　沖繩觀光重點地區"國際通"位於「那霸市」，其特色是匯集了各式各樣的餐飲店及伴手禮店。屹立
於可一覽無遺整個那霸街道的高台上，是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首里城」。從市區往南部走，即可抵
達以海岸線為中心的南城市，是許多觀光景點及咖啡廳的所在地。在全長約1.2公里的兩座橋「Nirai
橋・Kanai橋」上，可以目睹壯觀的太平洋海面。

1  首里城

金城町首里石疊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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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作品「一吻定情2 -Love in OKI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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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時間為大致的時間，
會因道路狀況和路線而有不同。

那霸市

 佐敷馬天地區

D

那霸・南部
介紹

● 那霸市首里金城町1-2 　●  098-886-2020（首里城公園管理中心）
● 4～6月、10～11月 免費區為 8:00～19:30   收費區為 8:30～19:30
　7～9月 免費區為 8:00～20:30   收費區為 8:30～20:00
　12～3月　免費區為 8:00～18:30   收費區為 8:30～18:00
　※門票販賣截止時間為閉館30分鐘前
● 休息日：免費區 無休    收費區 首里杜館  7月的第1個星期三和隔天
● 大人820日元  高中生620日元  小·初中生310日元  不滿六歲免費

【Map Code 33 192 133*63】

【Map Code 33 157 3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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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世界 糸滿道之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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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景作品「RUMAH」

位於沖繩本島南部，四周被山和海包圍，自然條
件優越的小鎮。車道兩邊可以看到廣闊的甘蔗
田。靜謐的街道在您的眼前展開，在這裡覺得時
間過得緩慢。

Kunnatu

使用對美容和健康有益的水雲料理是店內招
牌。餐廳由養殖水雲40年的漁民經營，水雲吃
到飽也是非常受顧客喜愛。請您盡情享受飯量
十足的水雲料理。
● 南城市玉城志堅原460－2
● 098－949－1066
● 11:00～19:00
● 休息日：無休

外景作品「RUMAH」

本地漁夫們的船隻併排停靠的漁港，您可以隨意前
去觀看當地居民在那裡垂釣。此外，還可以透過清
澈見底的海水，欣賞熱帶魚悠游的姿態。

外景作品「琉神瑪布亞」

日本最南端的陸地車站。自古以來作為漁民的城鎮而知
名的糸滿市有很多特產和美食，加上產地直送的蔬菜和
鮮魚等應有盡有。還設有觀光諮詢處，您可以在那裡獲
得當地的訊息。

【Map Code 33 083 244*85】

糸滿漁民食堂

● 糸滿市西崎町4-17　● 098-992-7277
● 午餐 11:30～15:00   晚餐 18:00～22:00
● 休息日：星期二

可以體驗沖繩的自然、文化和歷史，縣內最大規模的主題公
園。園內有號稱東方最美的鐘乳洞和傳統藝能的EISA太鼓表
演，還可在100多年前建成的傳統民宅，體驗有趣的工藝製作
等。從那霸機場乘車約30分鐘即可到達，是一處大人和小孩
都可以樂在其中的體驗型設施。
● 南城市玉城前川1336　● 098-949-7421
● 9:00~18:00（最終受理17:00）　● 休息日：無休
● 免費入場（玉泉洞·王國村·集線器博物公園）大人1650日元   4歲~初中生830日元
　玉泉洞&王國村大人1240日元   4歲~初中生620日元

外景作品「鯊魚」

這處景點可以讓您感受到擁有數十萬年歷
史，氣勢磅礡的大自然。專業導遊帶您一起
暢遊太古世界的行程大約為1小時20分鐘。
您還可以在鐘乳洞裡面的露天咖啡店，輕鬆
地休憩一下。
● 南城市玉城前川202　● 098-948-4192
● 9:00～18:00　●  休息日：無休
（跟團10:00、12:00、14:00、16:00）※預約制
● 旅行費用1名2,200日元(家長同伴的初中生以下免費)
　學生費用1名1,700日元
　20名以上的團體1名1,700日元

 濱邊的茶屋

在以木頭為基調的店內，可以一邊悠然眺
望太平洋一邊用餐。手工麵包和豐富蔬菜
的菜單非常有號召力。請您在這個具有隱
居風格的店內慢慢地輕鬆享用。

外景作品「琉球空手騷動記」

位於南城市最南端，與沖繩
本島通過大橋相連的小島。
該島面向太平洋，漁業特別
有名。島上面積不大，最適合
乘車兜風。

● 南城市玉城玉城2-1
● 098-948-2073
● 10:00-20:00（LastOrder19:30  星期一14:00～）
● 休息日：無休

 中本鮮魚天婦羅店

熱呼呼的天婦羅特別受當地居民和觀光客的歡迎。魚、水雲、魷魚等天婦羅簡
單易食。適合作為開車兜風時的點心。
● 南城市玉城奧武9 　● 098-948-3583　● 10:00～18:30（10～3月到～18:00）
※1月1日 6：00～17：00、1月2日 9：00～17：00   Ukui（中元） 除夕10:00～17：00關店
● 休息日：無休（有臨時休息）

● 糸滿市西崎町4-20-4　● 098－987－1277
● 糸滿市物產中心 遊食來  9:30～19:00
　魚類中心  10:00～19:00   農夫市場糸滿 大眾市場 9:00～19:00
　殘障者就業支援設施INO 11:00～22:00　● 休息日：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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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世界
外景作品「一吻定情2 -Love in OKINAWA」

Gangala之谷

 奧武島

 佐敷馬天地區

 知念漁港

 糸滿道之驛

使用每天早上從市場進貨的整條鮮魚做成的「奶油烤
當日鮮魚」是店內招牌料理。細膩的調味最大程度地
發揮出魚的美味。建築物使用琉球石灰岩，更加讓人
感覺到沖繩的味道。

【Map Code 232 467 296*06】

【Map Code 232 495 248*22】

【Map Code 232 525 060*22】

【Map Code 232 469 491*06】

【Map Code 232 467 296*06】

【Map Code 232 467 507*41】

【Map Code 232 484 140*58】

【Map Code 232 484 2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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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村 KOZA・GATE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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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AH 2015

　AYUMI是資訊中心的接線生，是為工作十年的34歲
女孩。由於諮詢工作的電話急劇減少，使她為每天的
空虛和寂寞而煩惱。有一天，AYUMI突然接到解僱通
知，無奈之下只能回到老家。在那裡，多年沒有聯繫的
父親正在等著她。

以南城市為舞台展開的父女之間的故事。

導演／Yosep Anggi Noen
出演／ERIKA、新垣 正弘、大城 保（劇團☆賞味期限）、
粒Mustard安次嶺（友情演出）　
製作／ Yoshimoto Creative Agency Co., Ltd

2015

　心敏失去了未婚夫，育偉失去了懷孕的妻子。茫然若
失中辦完葬禮後，二人均回到現實生活。育偉聽著亡
妻喜愛的蕭邦的曲子哭倒在地。心敏孤身前往原來計
畫蜜月旅行的沖繩，第一次嚎啕大哭…。

講述了在一場交通事故中，

失去了各自伴侶的兩個人的故事。

導演／林書宇　主演／林嘉欣、石錦航
製作／Atom Cinema, Kukuru Vision Inc.

百日告別

多采多姿的文化交相輝映

傳統、工藝、藝能盛行的地區

　從那霸到中部地區的交通也方便，可以讓您進一步深入瞭解沖繩的文化。沖繩和美國的文化融合
在 一 起 的「美 濱 美 國 村」、代代 繼 承下來 的 傳 統 藝 能「 E I S A太 鼓 舞」、傳 統 工 藝 品 的 陶 器
（YAMUCHIN）等，沖繩的獨自文化都可以在這裡親眼目睹。另外，還有人氣的駕車兜風場所「海
中道路」，能夠讓您玩上一整天。

中部
介紹

那霸
機場

（是車） 移動時間為大致的時間，
會因道路狀況和路線而有不同。

2012

　嚮往成為英雄的青年體內，寄宿了守護琉球的英雄
―「琉神瑪布亞」的魂魄，與企圖將整個沖繩陷入混
亂，愛好自然的邪惡軍團展開較量。人氣的特拍英雄
電視劇的電影版本。

不趕盡殺絕而是饒恕對方，

誕生於沖繩的英雄！

導演／佐野智樹　主演／山田親太朗、ISSA
製作／琉神瑪布亞　THE MOVIE製作委員會

琉神瑪布亞 THE MOVIE ～七魂～

Movies 那霸·南部區域

沖繩旅遊便利資訊 1

行駛於沖繩的單軌電車「Yui-Rail」
　行駛於沖繩的單軌電車「Yui-Rail」，有幾種不同
的車票。
　單趟搭乘的「普通乘車券」形狀細長，可以握在
手上，只要將二維條碼的部分覆蓋在閘門的讀取
處，就能單次進出車站。此外，只要買一張票，就能
在一定時間內不限次數使用的「自由乘車券」，也可
以分成「一日乘車券」與「二日乘車券」兩種，都可
以在剪票口的自動售票機或窗口購買。

© MABUYER PROJECT ©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 2015 Atom Cinema Taipei Postproduction Corp. 
 B’in Music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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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nakagusuku

Okinawa-Minami

Ishikawa

生命之鹽咖啡館「高離」中城城跡 海中道路

北谷町

沖繩市

宇流麻市



Movies 中部區域

沖繩旅遊便利資訊 2

沖繩觀光信息多語言電話諮詢中心
　沖繩縣/沖繩觀光會議局針對海外遊客提供多語
言電話諮詢服務。沖繩的觀光指南，語音翻譯，遇
到災害時的對應等都可以通過電話、skype、郵件
諮詢。不論是在計劃旅行中，還是在旅行之中遇到
不便，歡迎來電洽詢。

＜沖繩觀光信息多語言電話諮詢中心＞
服務時間：9：00～21：00　電話：0570-077202
※以上電話無法撥通時，請撥打TEL　098-851-9356
Skype：call-center-ch01、call-center-ch02
郵件洽詢
https://tc.visitokinawa.jp/contact/hkg-individual/
電話諮詢中心
http://tc.visitokinawa.jp/multilingual_call_center/open/

外景作品「一吻定情2 -Love in OKINAWA」

大型摩天輪是其主要標誌，購物、美食、娛樂、美容應有盡有。1樓入口處每到
週末就會舉辦各種現場表演和活動。
● 北谷町美浜15-69　● 098-926-4116　● 每家店鋪都不同　● 休息日: 每家店鋪都不同   
● 摩天輪門票：500日元（1周15分鐘）

KOZA・GATE通

充滿異國情趣的大道上，依然鮮
明地留有過去美軍統治時代的
痕跡。許多時尚和美食只有在
這裡才能體驗到，您可以邊走
邊觀光這座城市的面貌。
【Map Code 33 591 634*88】

生命之鹽咖啡館「高離」

咖啡館的菜單中，使用的海鹽來自於眼前一望
無際的沖繩大海，礦物質含量豐富。請務必嘗
試 一下這 種 對 美 容 和 健 康 有 益 的「生 命 之
鹽」。

中城城跡
外景作品「天之茶助」

中城城跡座落於海拔167公尺的高台
上，從那裡望去，西側是東海，東側可
看見太平洋。這座琉球王國時代遺留
至今的城堡遺跡也被登錄為世界遺
產。
北中城村大城503 | 098-935-5719
8:30～17:00（5月～9月  ～18:00）
休息日：無休

● 宇流麻市與那城宮城2768　● 098-983-1140
●  午餐 11:00～15:00（LastOrder15:00）
　 咖啡館 10:00～17:30（LO17:00）
● 休息日：無休

海中道路 外景作品「天之茶助」

連接沖繩本島和平安座島，全長約4.8公里的海上道路，
兩側是蔚藍閃耀的大海。中間地點有個「海之驛彩 橋
館」，是個開車兜風的好去處。

查理TACOS

沖繩最初的墨西哥肉醬餅
店，如今已成為代表沖繩的
著名美食。原創肉醬餅供顧
客選擇各種材料和口感，滿
足各自的喜好。祖傳的自家製蘸醬
絕妙無比。
● 沖繩市中央4-11-5　● 098-937-4627
● 10:00～21:00
● 休息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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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村

【Map Code 499 575 297*30】

2014

　IQ200的超級天才少年和暗戀他6年個性憨厚的女
孩，終於結婚了! 在沖繩的蜜月旅途中，展開了各種甜
蜜趣事的特别版電視劇！

獻給戀愛少女的經典之作

“一吻定情”回來了！

導演／小中和哉
主演／未來穗香、古川雄輝
原著／多田薰「一吻定情」（集英社「別冊瑪格麗特」刊）
製作／「一吻定情2 ~Love in TOKYO」製作委員會

2013琉球空手騷動記

　流浪於世界各國的舞蹈家，在沖繩與琉球舞蹈的高
手相遇，因緣巧合參加了琉球空手道場的「搶媳婦競
賽」。這是一部根據琉球空手道的傳說和史實改編的
暢快淋漓的影片。

舞蹈×琉球空手道的混合式動作片！

導演／岸本司
出演／丞威、小池唯、八木明人、子安慎悟
製作／AMAZON LATERNA

一吻定情2 -Love in OKINAWA

【Map Code 33 526 483*14】

【Map Code 33 621 304*30】

【Map Code 33 411 738*63】

【Map Code 499 674 664*36】

外景作品「天之茶助」

人氣

觀光

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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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天之茶助

　茶助專門為譔寫人間故事的天國作家們倒茶。當他
知道暗戀的由莉，將會死於車禍，於是就下凡去拯救
她。

所有外景都在沖繩拍攝的奇幻影片。

導演／薩布
出演／松山健一、 大野絲、  大杉漣、  伊勢谷友介、  玉城蒂娜
製作／萬代視覺、  松竹、  北野工作室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mic「Itazurana Kiss」created by Kaoru Tada／minato-pro, Mz-plan
©「Itazurana Kiss 2-Love in OKINAWA」Partners © 2013 TOEI VIDEO / AMAZON LATERNA

CHASUKE’S JOURNEY
©2015 BANDAI VISUAL, SHOCHIKU AND OFFICE KITANO



50分

80分 10分 20分

20分 15分

外景作品「有種你愛我」

作為世界最大的水族館而廣受世界各國遊客的好評。巨大水
槽中可見全長達8.6公尺，號稱世界最大魚類的鯨鯊。此外還
有大鰩魚、鬼蝠魟，以及其他棲息在沖繩近海的魚群。無論
大人或小孩都會被那種震撼力和魅力所吸引住，水族館是北
部地區最受歡迎的觀光景點。
● 本部町石川424（海洋博公園內）  ● 0980-48-3748
● 8:30～20:00（10～2月為～18:30）最終入館時間為閉館１小時之前
● 休息日：12月第1個星期三和次日
● 成人1850日(普通費用)1290日元
     高中生1230日元(普通費用)860日元
     小學·國中生610日元(普通費用)430日元
     不滿6歲免費

外景作品「沒關係，是愛情啊」

縣內第一號森林咖啡，創業27年的老字號咖啡館。空曠的園
內置放著100多隻招福獅，您可以在散步道上一邊散步一邊
欣賞這些可愛的石獅子。精緻的咖啡館料理中，使用了園內
自然湧出的泉水，請您慢慢享用。
● 本部町伊豆味1439  ● 0980-47-2160
● 11:00～19:00
● 休息日：星期一  星期日（逢節假日則正常營業，隔天休息）

店內氣氛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料理的調
味方法 保留了材 料的原汁原味，味道 鮮
美。使用沖繩的鮮魚做成的「炸烏尾冬定
食」口感香脆，是值得推薦的一道美味。

萬座毛
外景作品「沒關係，是愛情啊」

可以一望東海的萬座毛是很有名的觀光景
點。黃昏時分可以遠眺美麗的夕陽。請一
定要體驗透明見底的沖繩大海和清新的藍
天美景。【Map Code 206 312 008*41】

● 本部町健堅603   ● 0980-47-5230
● 午餐 11:00～15:00  晚餐 17:00～21:00
● 休息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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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燒物吃茶西薩園

紀乃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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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意盎然的大自然和

代表沖繩的人氣觀光景點集結於此處

北部地區擁有本島最北端的「邊戶岬」，因其自然環境優美而被稱為山原（Yanbaru），還有每年
270多萬觀光客到訪的著名觀光景點「沖繩美麗海水族館」，這也是北部的魅力之一。往北前進，可
以看見許多寧靜的村落。通過大橋和本島連接在一起的離島「屋我地島」等，沖繩的原始風景會讓
您的心靈得到洗滌，藉此度過悠閒的一刻。

Popular
tourist
Spot

那霸
機場

（是車） 移動時間為大致的時間，
會因道路狀況和路線而有不同。

人氣

觀光

景點

人氣

觀光

景點

【Map Code 553 075 797*77】

【Map Code 206 803 695*22】

【Map Code 206 826 198*25】

萬座毛 西薩園 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恩納村

本部町

名護市

1211

15

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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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o

Giniza

Yaka

北部
介紹

今歸仁村

長浜海灘 大宜味村喜如嘉屋我地島



【Map Code 485 521 816*30】

外景作品「KARAKARA」

位於沖繩縣北部的大宜味村是一個四周被山和海包圍起來
的村莊，作為「芭蕉布之鄉」聞名於世。結實而又有彈性的
芭蕉布適合作為伴手禮而頗受歡迎。

海之家YOSHIKA

從店內可以同時眺望古宇利大橋和大海。只有在這裡可以吃到的
「YOSHIKA的4色蓋飯」是電視和雜誌上都介紹過的人氣美食。
新鮮而又好吃的海鮮蓋飯也一定要嘗一嘗哦！

外景作品
「大地戰士」

多種植物生長在此，候鳥等動物也隨處可見，可謂生物之寶
庫。島上的海灘還可以進行海水浴、露營、燒烤等戶外運
動。

● 今歸仁村古宇利321　● 080-2055-4000
● 11:00～18:30　● 休息日：無休

長浜海灘
外景作品「大地戰士」

白色的沙灘和藍色的大海形成一個優美的
自然海灘。正因為是一處不大為人所知的
好地方而具有獨特的魅力。您不妨在這裡
悠閒地觀望大海，度過一段美好時光。
【Map Code 553 143 208*52】

前田食堂

含有份量十足的豆芽菜和大塊牛肉，看上
去氣勢逼人的「牛肉麵」是最受歡迎的一
道料理。自在的店內經常有當地居民和觀
光客來訪，非常熱鬧，是一個內行人都知
道的好去處。
● 大宜味村津波985　● 0980-44-2025
● 11:00～17:00 ※賣完為止
● 休息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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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宜味村喜如嘉

屋我地島

2014沒關係，是愛情啊

有著完美外貌的人氣推理小說家和背負著內心創傷的
精神科醫生，編織出人生與愛情故事的浪漫連續劇。

每個大人都傷痕累累，

不過最終都露出了笑臉。

導演／金奎泰
出演／趙寅成、孔孝真
製作／CJ E&M Corporation，GT Entertainment

2015有種你愛我

馬上就要迎來30歲生日的中國女性小欣，希望生一個
完美的嬰兒，於是就開始尋找愛情之「種」，決定與查
義締結一夜之情。可是結果卻…。

爭奪1歲孩子的結局會是怎樣？

導演／李欣蔓
出演／江一燕、鄭愷
製作／

2015HALSER ACRE THE MOVIE 大地戰士

操縱大地能量的超人HALSER ACRE，就因土地開發
而幾乎被遭到破壞的神之森林，和從垃圾中誕生的怪
物們展開戰鬥。這是一部以「食育」和「環境問題」為
主題的幽默英雄故事。

我有想要守護的東西！

大地孕育的自然英雄！

導演／岸本司
出演／AKINA、福田萠子、山城智二、知念臣悟、仲座健太、
知念臣一郎　製作／Halser Movie Partners

2012KARAKARA

退休之後的大學教授皮埃爾來到了盼望已久的沖繩，
在那裡遇見了從東京移居到沖繩的家庭主婦純子。純
子因為夫妻吵架被丈夫毆打，從家裡逃了出來，成為了
皮埃爾的觀光導遊。路途中，兩人之間漸漸萌發出一
段奇妙的友情。

發生在沖繩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

導演／Claude Gagnon
製片人／宮平貴子、  Samuel Gagnon、  Claude Gagnon
出演／Gabriel Arcand、 工藤夕贵、  富田Megumi、
Atta Yuichi、  諸見敏【Map Code 485 692 083*30】

人氣

觀光

景點
Movies 北部區域

「沒關係，是愛情啊」
銷售中

15,200日元+稅
NBC universal entertainment

1413

Licensed by CJ E&M Corporation
© CJ E&M Corporation and GT Entertain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2012  KaraKara Partners & Zuno Films

© CINEWAY FILMS CO.,LTD.

©2014 Halser Movie Partners



位於海拔137公尺的島上最有人氣的展望台。從這裡可以一覽
周圍的小島和擁有透明珊瑚礁的古座間味海灘，還能盡情體
驗慶良間透明之藍。【Map Code 905 232 161*14】

阿真海灘
外景作品「慶良間透明之藍

位 於島的西側，作為海 龜居 住 之海而出
名。海灘上還設有露營地，可以親身感受
到透明美麗的大海。【Map Code 905 200 667*47】

卡福喜堂

島上旅館AKABANA內的咖啡吧。值得推薦的墨西哥
肉醬飯，因其辣味適中的肉醬而受歡迎。擁有100年
左右歷史的傳統木造結構的住宅也是其魅力之一。

神之浜展望台

離座間味港很 近，從二樓 建 築的展望台
上，可以360度一覽無餘的瞭望東海。這是
個可以同時觀賞美麗的夕陽和大海的絕佳
位置。【Map Code 905 200 736*00】● 座間味村座間味71　● 090-4346-6286

● 11:00～23:00　● 休息日：無休（有臨時休息）

餐廳MARUMI屋

以沖繩料理為主，在TripAdvisor(貓途鷹)上也獲得極高
評價。油炸花生豆腐用的自家製花生豆腐和調味醬尤其
美味。
● 座間味村座間味432-2　●  098-987-3166
● 午餐  11:00～15:00（Last Order14:30）
　晚餐 18:00～23:00（Last Order 22:30）
● 休息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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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環繞著美麗的大海　浮現在南國度假村的群島

沖繩的魅力之一，在於可以很容易地坐飛機或乘船去八重山諸島和慶良間諸島等離島。隨著新機場
「石垣機場」的開放，去石垣島變得更加容易。附近還有四周被美麗的珊瑚礁包圍的宮古島，以及從
2014年3月5日起成立的「慶良間諸島國立公園」，有透明度極高號稱「慶良間藍色」海水包圍的座間
味島和渡嘉敷島等小島，是一處讓您流連忘返的南國樂園度假村。

外景作品「慶良間透明之藍」

外景作品「慶良間透明之藍」

P

那霸市

（是渡轮）

（是飛機）

（是飛機）

移動時間為大致的時間，
會因道路狀況和路線而有不同。

石垣島

慶良間群島

宮古島

座間味島

西表島

石垣島

宮古島

離島
介紹

【Map Code 905 231 019*74】

【Map Code 905 231 135*74】

人氣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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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條連接擁有多處優良海灘的池間島和宮古島，全
長達1425公尺的大橋。從筆直延伸的大橋上望去，海面
五彩繽紛，景色優美，是個駕車兜風的絕佳去處。

邊銀食堂

開發出可以吃的辣油「邊銀食堂的石垣島辣油」，邊銀夫妻經營的餐
廳。無論是午餐或晚餐，都可以品嘗到應季的島蔬菜和石垣牛等當地
食材以及泡盛酒。電映劇中出現的炸醬蓋飯也非常有人氣。
● 石垣市大川199-1　● 午餐 11:30～售完為止   晚餐 18:00～售完為止
● 休息日：星期日（有臨時休息）　● http://penshoku.com/

外景作品「企鹅夫婦的製作方法」

位於西北海岸的入海口，清澈的藍色大海和白色的
沙灘以及碧綠的小島構成的風景被稱為石垣島最美
的景色，還可以乘坐玻璃船欣賞海中的景色。

【Map Code 366 361 620*36】

【Map Code 310 871 564*11】

古謝蕎麥麵

昭和7年（1932年）創業的宮古麵的老字號。
在這裡可以吃到以前的宮古麵，是一家深受本
地居民和觀光客喜愛的麵店。
● 宮古島市平良下里1517-1
● 0980-72-8304
● 11:00～20:00
● 休息日：無休（有臨時休息）

慶良間透明的藍 201５

　克里斯多夫是瑞士人，他的妻子梅格 是日籍美國
人。民宿的經營者HANA等都只會説日語，不過，梅格
終於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漸漸與HANA的關係越來
越融洽。另一方面，克里斯多夫由於不適應環境而變
得寡言少語，躲進了自己的世界。有一天，他在海中發
現了一個事實 ....

一對外國夫婦來到了座間味村的一家民宿。

導演 / 岸本司
出演 / 丹尼・洛佩斯、桃原遙、尚玄、吉田妙子、DOSANKO室田
製作 / CMC Inc.

鯊魚 2013

　該劇講述了為替家人復仇，在地獄煉成了無所不能
的強者後回歸人間，甚至對戀人也拔刀相向的冷酷審
判者韓伊樹的悲劇人生和執著的愛情。他徘徊於善與
惡之間，不斷挑戰自己所堅信的事實，或是心底希望實
現的事實。

描述作為人類必須面對的悲哀的連續劇。

導演 / 朴燦弘
出演 / 金南佶・孫藝珍・河錫辰
製作 / KBS

23

砂山海灘

拱形的岩石山是其主要特徵。爬上雪花般白色沙丘
上，眼前豁然展現出一片蔚藍的大海，深受當地居
民和觀光客的喜愛。 【Map Code 310 603 2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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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間大橋

川平灣

【Map Code 366 003 1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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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夫婦的製作方法 2012

以經營「邊銀食堂」的夫妻二人為原型，講述了他们移
居石垣島，利用島上的食材，開發出第一瓶可以吃的
辣椒油，「邊銀食堂的石垣島辣油」的故事。

石垣島辣油和企鹅夫婦誕生的秘密故事！

導演／平林克理
出演／小池榮子、王傳一
製作／Ritz Productions Inc.、Vap、聯合影城、KDDI、
dub Corporation、Breath Inc.、STAR CAST JAPAN Inc.

Movies 離島區域

沖繩旅遊便利資訊 3

請在前往北部駕車途中,放慢速度
　山原秧雞是日本國家級天然紀念物，只生息於沖
繩本島北部（通稱山原地區）。雖然屬於鳥類，但不
會飛，是一種非常有趣的鳥。自從1981年被發現以
來，山原地區自然的多樣性也逐漸被認知。有時在
車道上能看到它們哦,請在前往北部駕車途中,放慢
速度,留意一下那些小家伙們哦。

CM·雜誌等的攝影地

CM·雜誌等的攝影地

©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 2013 KBS. All rights reserved

 ©2012 RitzPro / VAP / UNITED CINEMAS / KDDI / dub / Breath / StarCastJapan

1817

【Map Code 310 424 33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