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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起進入溫暖陽春，可

在舒適怡人的氣候裡享受

運動的樂趣。4月後穿短

袖的時間更多，不過夜間

有時略帶寒意，可帶一件

薄長袖外套以備不時之

需。

水上運動與沙灘運動的季

節到來！6月下旬梅雨季

結束後，夏天就正式登場，

艷陽熱力進入高峰期。請

備妥齊全的防曬用品為肌

膚作好萬全防護。

沖繩和日本內地相比雖然

氣溫較高，但仍可感受到

秋天的腳步。各種運動賽

事也於此時在各地相繼登

場。一直到10月為止都可

在海邊游泳，不過早晚可

感受到涼意，所以請記得

帶件外套。

運動的最佳季節。雖說是

「溫暖的沖繩冬天」，不過

在天氣變化下有時溫差明

顯，尤其是 1~2月間寒風

吹來體感溫度會更低。建

議以適合穿脫的穿著來因

應。 

沖繩運動年曆

依各季節來檢視沖繩獨特的氣候，請配合旅遊時期來準備衣物和攜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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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３製作

前往沖繩的交通方式

資料來源：日本氣象廳/平均值(每一年、每一個月的數值)那霸市(1981~2010)

出乎預期的演變，達成的喜悅，

與大自然融合為一的感動。

SportTr ip，

讓沖繩歡樂加倍！

１月 January

■M今歸仁村新春公路馬拉松大賽

■M海洋博公園全國TRIM馬拉松大賽

■M南城市新春馬拉松大賽

■M宮古島100km 衝衝衝馬拉松大賽

■M石垣島馬拉松大賽

●C美麗島沖繩CenturyRun

２月 February

■M NAGO半程馬拉松

■M沖繩馬拉松

■M鯨海峽渡嘉敷島一周馬拉松大賽

■M浪漫海道伊良部島馬拉松

■M竹富町山貓馬拉松大賽

●C ECO SPIRIT RIDE & WALK in 南城市

※舉辦月份可能有所變更

３月 March

■M東村杜鵑馬拉松大賽

■M南部TRIM馬拉松大賽

●C久米島 SUGAR RIDE自行車大賽

４月 April

■M鹽屋灣一周TRIM馬拉松大賽

■M古宇利島魔法時光 RUN in 今歸仁村

■M Ayahashi 海中道路馬拉松大賽

■M伊江島一周馬拉松大賽

▼T 全日本鐵人三項宮古島大賽

▼T 石垣島鐵人三項

６月 June

●C TOUR DE 宮古島

９月 September

■M久志20km公路馬拉松大賽

10 月 October

■M伊平屋月光馬拉松

▼T伊是名88鐵人三項大賽

■M久米島馬拉松

■M環保島嶼宮古島馬拉松

●C GREAT EARTH 石垣島自行車大賽

11 月 November

■M中部TRIM馬拉松大賽

■M尚巴志半程馬拉松 in 南城市大賽

■M多良間島一周馬拉松大賽

■M日本最西端 與那國島一周馬拉松大賽

●C TOUR DE OKINAWA

12 月 December

■M宜野灣輪椅馬拉松大賽

■M NAHA馬拉松

沖繩主要的
運動賽事

■M馬拉松大賽

●C自行車大賽

▼T鐵人三項大賽

 http://www.okinawastory.jp/tc/

沖繩物語 搜尋

更加活力充沛的運動旅遊⋯

沖繩觀光資訊服務

跑步、自行車、高爾夫球，還

有水上運動等，依照各運動類

型分別介紹沖繩魅力的新風格

旅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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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 香港辦事處
香港北角英皇道663號泓富產業千禧廣場12樓1211室 鰂魚涌港鐵站C出口  ☎+852-2968-1006

沖繩觀光會議局台北事務所
台灣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48號4樓E室  ☎+886-2-2541-1011沖繩觀光會議局

※最新資訊（截至2014年1月1日）

■ 中華航空 (台北ー那霸)

■ 復興航空 (台北ー那霸)

■ 樂桃航空 (台北ー那霸)

■ 華信航空 (台中ー那霸)

■ 香港航空 (香港ー那霸)

■ 港龍航空 (香港ー那霸)

《各地▶▶石垣島》

成田▶１班/天  約３小時30分

羽田▶３班/天  約３小時10分

名古屋▶１班/天  約２小時40分

關西▶３班/天  約２小時30分

神戶▶１班/天  約２小時40分

那霸▶２３班/天  約１小時

《羽田▶▶久米島》

季節航班  約２小時30分

《各地▶▶宮古島》

羽田▶１班/天  約３小時

那霸▶１５班/天  約50分



渡假聖地沖繩，在豐富大自然與溫暖氣候的加持下，一年到頭都怡人舒適。

近來，許多運動員常到這裡露營或合宿，

沖繩成了一個運動之島，愈發具有吸引力。

在輕鬆享受運動樂趣的同時也四處旅遊，這種新觀光型態備受矚目！

若有機會，您不妨也安排一趟“運動旅遊”來造訪沖繩吧！

沖繩魅力
新發現！

暢遊運動之島

一年四季都可玩樂去！

沖繩冬天的氣溫大約15~20℃左右非常怡人

舒適，任何季節都適合挑戰各種運動。無論

沖繩本島或離島都有完善的運動設施，具備

適合從事運動的最佳環境。

無論本島或離島
從日本各地一飛就到！

大都會區當然不用說，即便從各地方都市都

有直飛航班可供利用，交通方便也是沖繩的

魅力之一。2013年3月，「南方之島石垣機

場」正式啟用，前往各離島的交通愈發方

便！而且，目前最熱門的LCC(廉價航空)航

線也持續增加中，規劃旅遊行程更加輕鬆。

1
運動旅遊
的魅力

2
運動旅遊
的魅力

p08

想和孩子一起運動

想鍛鍊身體

喜歡森林裡的空氣

出遠門和山中健走都是小事一件

想拜訪沖繩的動物們

□
□
□
□
□

p10

嚮往渡假高爾夫

只有一站距離不如就步行

看到健身房就心癢難耐

想要訓練肌肉維持身材

對沖繩文化感興趣

□
□
□
□
□

運 動

健康素材的寶庫！

美麗大自然、健康取向的沖繩料理，還有愉

悅悠閒的氣氛。各飯店的護膚保養和SPA，

提供使用沖繩素材的保養服務也大受歡迎。

運動旅遊讓身心靈都煥然一新，更要推薦給

本來就熱愛沖繩的老朋友。建議您不妨延伸

觸角造訪離島，肯定讓您體驗加倍的旅遊樂

趣。

3
運動旅遊
的魅力

沖繩是知名的職棒春訓營地，已擁有35年

歷史。2013年有日本9個球團、韓國6個球

團在此集訓。除了作為職業運動集訓地之

外，也經常舉辦各種國際體育活動，擁有輝

煌的實績。

舉辦運動大會的最佳選擇

4
運動旅遊
的魅力

p06

寒冬也要去海邊

活力太過充沛

想在太陽下鍛鍊全身

旱鴨子也想遨遊大海

什麼流行就玩什麼

□
□
□
□
□

ch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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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

想跑完馬拉松大賽全程

最愛吃美食！

對「旅遊跑步」有興趣

想要依個人步調來運動

舒壓按摩少不了 

□
□
□
□
□

ch
ec
k!

ch
ec
k!

ch
ec
k!

任何願望都能實現！
隊伍別運動旅遊check
任何願望都能實現！
隊伍別運動旅遊check

何謂SportTrip…“SPORTS+TRIP”＝一種新的旅遊型態，藉由運動來接觸美麗大自然與觀光名勝等，體驗當地的魅力。

運 動 運 動

運 動

02 03



事後護理也不可隨便！

沖繩有許多舒壓沙龍和SPA，提供最

完善的運動後護理。在跑步過後，不

妨來一次使用沖繩保養品的全身護膚

調理，讓身體冷靜1~2小時後，再舒

服地泡個澡，既可舒緩原本緊繃的肌

肉，也能有效消除疲勞！

事後護理也不可隨便！

沖繩有許多舒壓沙龍和SPA，提供最

完善的運動後護理。在跑步過後，不

妨來一次使用沖繩保養品的全身護膚

調理，讓身體冷靜1~2小時後，再舒

服地泡個澡，既可舒緩原本緊繃的肌

肉，也能有效消除疲勞！

寒

在超人氣觀光景點盡情購物，為旅行劃

下完美句點！在馬拉松野餐的路線中，

有 一 處「沖 繩 奧 特 萊 斯 購 物 中 心

Ashibinaa」，不妨進來逛逛運動用品店。

夢想已久的人氣品牌商品，價格合理讓

您輕鬆入手，叫人怎能不感動！ 

讓衣服也煥然一新吧

Sunset日落

冬時節的沖繩平均氣溫約17℃，

在如此舒適怡人的環境下，馬拉

松成為一項超人氣運動。夏天則不像日

本內地那般酷熱，在陽光溫和的黃昏時

分跑步，更是舒服又愉快。無論是海風

輕吹的海濱地區或是設備完善的公園，

沖繩擁有對跑者最友善的完善環境。到

了秋天，各種賽事在沖繩縣內各地相繼

登場，來自外縣市或海外的參加者也逐

年增加。

　　那霸機場附近，沿著瀨長島和豐崎

海濱公園周邊有一條超人氣慢跑路線。

跑在這條來回約10km的路線上，沿途路

況平坦，海景與多樣的街景變化在眼前

輪番呈現，即使是新手或女性跑者也能

跑得舒適自在。瀨長島上有一間開幕於

2013年2月的「琉

球溫泉瀨長島

酒店」，非常

適合以此作為

跑步的據點，當然也是您投宿的好選擇。

在飯店內的餐廳、溫泉，或護膚中心，

享受休閒渡假好時光。

　　路線折返點是距瀨長島約5km的豐

崎海濱公園。不妨稍微放慢速度，慢跑

在遊步道上， 眺望遠方海景小憩片刻。

這裡也吸引許多當地跑者前來，讓身體

在大自然與沖繩的空氣中盡情放鬆。

　　沖繩無論是本島或離島都散佈著多

處觀光景點，旅遊跑步的路線也豐富又

多元。不妨在周遊島嶼中加入午晚餐或

購物行程，規劃一個獨一無二的旅程。

Shopping
Last Day of Trip

Break time

清爽的芒果汁

補充水分~

清爽的芒果汁

補充水分~

6:00pm

瀨長島

START & GOAL
瀨長島酒店
(來回10km路線)

瀨長島社區
運動廣場

豐見城警察署

瀨長島物產中心

高爾夫球場

豐見城市

沖繩奧特
斯購物中心
Ashibinaa

沖繩縣警察
駕照中心

豐崎公路
休息站

豐崎
海濱公園

豐見城道路

往返那霸機場附近的瀨長島與豐崎海

濱公園的路線，在觀光跑者之間也有

口皆碑。巨大的飛機就在頭上飛過，

跑步的同時還可飽覽美麗風光，像是

從豐見城道路的橋上眺望大海，還有

景點可以欣賞黃昏夕陽。

與飛機一同向前奔跑的人氣路線

女生活力四射！
一網打盡
重獲新生的旅行
迷人的風景、沖繩的美食，
都是呵護身體的活力來源。
旅遊跑步體驗樂園中的多樣活動，
引領您成為健康美人！

攝影協助：琉球溫泉瀨長島酒店、Spa Osa(該酒店內)、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Ashibinaa

　

建議路線

Esthe7:30pm

護膚保養

購物

瑜珈Yoga
EarlyMorning

趁天涼送爽時

維持最佳狀態

多樣的沖繩美食

最適補足運動後

消耗的能量

多樣的沖繩美食

最適補足運動後

消耗的能量

海風輕吹，

在海濱地區

享受旅遊跑步！

海風輕吹，

在海濱地區

享受旅遊跑步！

終點是在瀨長島

的夕陽餘暉中，

散步在海邊

終點是在瀨長島

的夕陽餘暉中，

散步在海邊

玩到飛機起飛

的最後一刻！

玩到飛機起飛

的最後一刻！

暖身運動

先做個伸展操

暖身運動

先做個伸展操

從擁有大自然風光的郊外，到

熱鬧繁華的市中心，沖繩全島

就是一個愉快又舒適的馬拉松

路線。近來，結合了馬拉松與

野餐的新慢跑型態「馬拉松野

餐」也備受矚目，一邊觀光旅

遊一邊享受在沖繩慢跑的女性

跑者正快速增加中！

馬拉松野餐

當美美的跑者！

Running4:30pm

跑步

比平時起個早，參加飯店的早晨瑜珈課

程。許多渡假飯店都規劃了獨家瑜珈課

程，不妨輕鬆體驗一番。沐浴在晨光中，

在新鮮空氣環繞下深吸一口氣，頓覺身

心清新舒暢！ (照片中為YOGA ISLAND 

2013 in OKINAWA/The Busena Terrace)

清爽迎接新的一天！

Healthy
Lunch12:00pm

運動女孩的基本，當然首推餐食！在營

養均衡的考量下，午餐就去吃渡假飯店

菜色最多樣的自助餐吧。有苦瓜還有香

檬等等，為身體帶來活力的各種新鮮島

產蔬菜和水果，都讓您大飽口福！

沖繩的珍貴素 材化為全身活力

健康午餐

豐崎海濱公園(豐見城市)

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Ashibinaa沖繩奧特萊斯購物中心Ashibinaa

Spa Osa(瀨長島酒店內)

瀨長島

徹 底 消 除 疲

勞 才 能 迎 向

明天

徹 底 消 除 疲

勞 才 能 迎 向

明天

跑步

運 動

04 05

運 

動



立式單槳衝浪

沙灘派對

好好玩！！

沙灘派對

好好玩！！

運 動

立式單槳衝浪(通稱SUP)是玩家站在衝浪板

上，以漿划水前進的一種新風格運動。玩家

可以像一般衝浪那樣乘浪前行，也能坐在板

上像獨木舟那樣緩緩劃水而過，所以即使是

新手也能輕易入門。站著划漿時要利用腰部

來維持平衡，並且站在衝浪板中央。漿不是

靠手腕划動而是要轉動上半身，利用身體來

划漿。就像騎單車一樣，一旦划出去了就能

保持平衡，所以雖然剛開始時難免掉落海

中，不過慢慢就會熟能生巧，享受這個過程

也十分有趣。

像散步般巡遊海上

沙灘派對

站在海面上

視野更寬廣~！

還有機會遇見

海龜和鬼蝠魟喔！

擔任指導員的是

曾和裕晶先生
SAWARNA
STAND UP PADDLE
教練

攝影協助：SAWARNA STAND UP PADDLE

SUP可以鍛鍊

身 材 也 具 有

塑 身 效 果，

要 特 別 推 薦

給女性！

浮潛

浮潛只要帶上呼吸管和蛙鏡，就能輕鬆體驗

海中世界。穿上救生衣，即使旱鴨子也能玩

得不亦樂乎！在珊瑚礁環繞的沖繩大海中，

即使在淺灘也有許多熱帶魚伴您悠游。浮潛

的技巧就是輕輕咬著呼吸管，集中用嘴巴呼

吸，同時放鬆身體讓自己漂浮在海面上。為

了安全起見，浮潛規定「務必要2人以上同

行」，因此建議您參加有導遊陪同的行程，

以便安全引導您到熱門浮潛點遊玩。

浮潛伴您跨出海上遨遊的第一步

挑戰熱門的SUP！

女生好像也能輕鬆

上手喔！

挑戰熱門的SUP！

女生好像也能輕鬆

上手喔！

繩可說是水上活動 &沙灘運動的

聖地。水上活動的店家和渡假飯

店一年到頭都可安排遊客從事各種運動。

既然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來到沖繩旅遊，

就盡情地挑戰吧！

　　您可以參加體驗潛水行程，探索沖

繩本島和離島周邊的人氣景點，也可以

挑戰玩遍香蕉船等全部種類的水上活動，

或是划著海上獨木舟感受探險氣氛。被

認為「既可健身又好玩」而備受矚目的熱

門運動—立式單槳衝浪(SUP)，您可以參

加專門旅行社的行程來體驗。另外，也

可以乘船載著行李登上無人島探險，或

是搭配浮潛和釣魚行程，或是和心愛的

他 (她 )在黃昏時分出海看夕陽…等等，

暢遊沖繩大海總是不斷有新花樣。

　　在美麗沙灘環繞下的沖繩，也盛行

各種沙灘運動。除了渡假酒店之外，有

些公共海灘也常設網子或球門，一年到

頭隨時都可下場較量一番。當然，參加

縣內各地舉辦的沙灘運動相關活動也是

樂趣無窮。

沖

透明海水美極了！

不必潛入水中

也能欣賞海裡世界！

透明海水美極了！

不必潛入水中

也能欣賞海裡世界！

以放鬆身心與鍛鍊身體為目的，在衝浪板上

做瑜珈的 SUP 也備受矚目。若想體驗真正的

潛水感受，可以參加潛水執照考取課程。至

於追求速度感的運動，不妨選擇海上獨木舟。

玩樂的同時也鍛鍊體力！

沙灘足球

沙灘排球

釣魚

拖曳傘

浮潛

海上獨木舟

衝浪

香蕉船

深潛

大家一起樂翻天！

一個人也快樂得
不得了

運動派休閒派

水上運動挑戰

行程，大獲成

功！下次一定

還來沖繩！

水上運動挑戰

行程，大獲成

功！下次一定

還來沖繩！

在海上盡情玩樂之後，來一場「烤肉沙

灘派對」是沖繩的經典玩法！水上活動

店家推出的行程中，附帶烤肉的方案也

特別受歡迎。讀谷村的SUP專門店家

「Blue Balance Okinawa」可配合客人的

人數和預算，來安排一場風格獨特的烤

肉派對。並且，縣內有多處設備完善的

公共海灘，不論是瓦斯爐或各種食材等

沙灘派對需要的物品都一應俱全，省下

您準備的工夫。大夥兒快來大口喝啤

酒、大塊吃烤肉，痛快high翻天吧！

水上活動後的重頭戲

渡具知海灘(讀谷村)渡具知海灘(讀谷村)

ＳＵＰ

有大夥同樂的休閒玩

法，也有單獨挑戰的

運動，您也來找一找

最適合您的活動吧！

創造一生難忘的回憶
和同伴們在海上挑戰�試！

ずっと忘れない思い出に
仲間と海で
トライ！トライ！

運動就像玩遊戲！
過了一關又想挑戰下一關
連過兩關會讓人不可自拔
和親密同伴們勇闖感動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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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獨木舟划漿也

是一種運動耶！

安波水庫

|用
餐

休息★|

沖繩擁有保留原始風貌的大自然，堪稱生物樂園。面對在全世界也

極為珍貴的沖繩自然環境，座落在本縣內的多處地點，都可供人輕

鬆學習與體驗。無論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水族館，或是重現沖繩原有

自然風貌的主題樂園，都值得您細細觀察。

想知道更多！拜訪沖繩的生物

傳來一陣奇特

的叫聲…！

野口啄木鳥就

在附近！

傳來一陣奇特

的叫聲…！

野口啄木鳥就

在附近！

抓到蝦子囉~！

連爸爸媽媽

都樂不可支！

抓到蝦子囉~！

連爸爸媽媽

都樂不可支！

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水族館
(本部町)

Bios之丘（URUMA市）

②公
母

①

森林的療癒效果

可舒緩身心，身

體會不自覺地輕

鬆許多喲。

久高將洋先生
山原學習之森
解說員
 (自然解說員)

擔任導遊的是

攝影協助：國頭村環境教育中心  山原學習之森攝影協助：國頭村環境教育中心  山原學習之森

Canoe
獨木舟

結束健行小歇片刻後，接著就來一趟

獨木舟之旅！在覆蓋著羊齒蕨的廣大

水庫湖面上，乘著獨木舟悠然前進，

沿著河流上行，在岩堆的另一邊一道

壯觀瀑布映入眼廉。水聲轟轟響徹雲

宵，白練橫飛令人驚嘆！可以在瀑布

旁遊玩任水珠飛濺在身上，河裡還有

小魚和蝦類等各種生物！在山原地區，

可以划著獨木舟穿越紅樹林，也可以

體驗海上獨木舟從河口划向大海，您

也快來挑戰吧！

冒險氣氛愉快巡航

運動之後
AfterAfter

在家中能教導的有限。
在山原裡走走跑跑，往往會有新體會。

全家同樂進入亞熱帶山林大冒險！
踏上山原運動之旅，在大自然的奧秘裡心醉神馳。

在家中能教導的有限。
在山原裡走走跑跑，往往會有新體會。

全家同樂進入亞熱帶山林大冒險！
踏上山原運動之旅，在大自然的奧秘裡心醉神馳。

沖繩本島北部佔地廣大的亞熱帶

森林—山原。這地區孕育了豐富

大自然，棲息著各種不同的動植物，多

處可供盡情體驗自然運動的野外場地就

座落其間。

　　位在國頭村的自然體驗設施「山原學

習之森」，提供了多樣化的行程規劃。想

要在運動情境中充份活動身體的話，建

議您參加以一天時間體驗大自然的導覽

行程「河川與森林完全探險隊」。上午安

排健行，在午餐休息之後下午再去划獨

木舟或河邊戲水，體力負擔不致於過大。

溪谷沿岸全長700m的自然散步路線，有

適度的高低起伏恰可鍛鍊腰腿。途中，

在叢林的陡坡面會出現一段高約10m、

傾斜約45度的V字型階梯，散發一股濃

濃的探險氣氛。

　　 「這裡還有活的天然紀念物喔！」

順著導遊手指的方向看去，可看到山原

固有的鳥類、蛙類、昆蟲和植物。在導

遊解說下的真實生物觀察，讓人不禁看

到出神。暑假時全家一起來參加，剛好

也可讓小孩子完成自由研究的作業。

　　動態的山原體驗可讓人感受到全員

同心協力的重

要性，也更加

深了人與人之

間的交流。

在

①琉球龍蜥
像變色龍一樣身體會變色
②琉球白痣珈蟌發出藍色光彩四處飛舞的樣子非常美麗

溪水清涼冷冽，

好舒服喲！

溪水清涼冷冽，

好舒服喲！

Cycling
單車遊

④

③

Trekki ng
健行健行

叢林裡亞熱帶植物茂密生長，只生存在島

上北部的大島蟬，夏天時的鳴叫聲響徹天

際。走在棲息著山原水雞和野口啄木鳥等

多種固有生物的森林中，或是溪流沿岸旁，

偶爾會踏上高低起伏劇烈的山路。低頭探

探清澈的河水裡，或許還能發現源五郎蟲、

豉蟲，或是天然紀念物的蛙類！山原裡的

健行行程，走在森林中迴響的鳥叫聲裡，

走在枝葉間流洩而下的日光中，走在潺潺

流水聲的陪伴下，即使汗流夾背也不覺得

累，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出發，深入叢林深處！

③波江蛙
沖繩縣的天然紀念物。

棲息在山區溪流週邊

④沖繩木村蛛的巢穴

白天蓋上蓋子潛入土中，

夜間則狩獵覓食

降雨瀑布降雨瀑布

在大自然中悠遊穿梭的山原單車路線，

在沖繩本島也極受歡迎，更是全日本

最大規模的單車活動「TOUR・DE・
OKINAWA」的核心路線。可以先租一

輛較大台的汽車，將單車載在車上沿

途兜風到目的地。即使像大國林道這

種坡度起伏較激烈的路線，只要選擇

平坦的道路或下坡路來騎乘就沒問題

了。快帶著全家一起

來，享受山原特有的

活力單車之旅吧。

綠蔭涼風中的山原騎乘樂

Rideon!!

運 動

大自然導師！
山原生態真相

08 09

運 

動



不想有時間壓力，無論觀光或運

動都希望悠閒又自在。在沖繩旅

遊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滿足每一位早

已與旅遊融為一體的成熟人士的心靈。

　　尤其是以渡假高爾夫為重點內容的

沖繩旅遊特別受到歡迎，擁有浩瀚海景

相伴的絕佳地理位置，與外國的高爾夫

球場相比也絕不遜色，令許多高爾夫球

打者嚮往不已。一望無際的草皮一年到

頭綠油油，天候良好時即使冬天也溫暖

怡人，穿短袖即可上場，無論哪一個季

節，都能舒適又愉快地較量一場。

　　許多高爾夫球場就在機場或飯店附

近，交通方便更讓人流連忘返。一抵達

沖繩就可直接前往球場，打個短洞或九

洞並搭配觀光活動，方便您配合旅遊型

態來安排行程。夏季時建議不妨挑選黃

昏時段，沖繩的夏季日照時間長，晚上7

點左右天空都還亮著，下午從飯店退房

後先小憩片刻再出發到球場，時間還是

綽綽有餘。

　　若是入住附設高爾夫球場的渡假村

的話，揮桿後就可以直接享受渡假空間，

度過一段最輕鬆自在的美好時光。

時

在餐廳優雅享用美食、到游泳池戲水、

過足購物癮，晚上再來小酌一杯…。

擁有各種完善設施的渡假村酒店，讓

您在運動後的節目也一樣精彩。除了

護膚保養和 SPA 等舒壓美容中心以

外，許多酒店還提供各種體驗項目帶

您接觸沖繩的文化。例如，參加真正

的陶藝體驗讓自己放鬆，或是一邊體

驗黏土的感觸一邊

拉 胚 …。在 這 樣

的情境中讓自己

煥然一新，也是

不錯的好選擇。

舒暢身心的奢華時光

渡假酒店的健身房有各種高機能的健身器材，設備

完善。不論是運動前先來暖身，或是雨天時想動一

動身體，都方便前來使用。另外，在縣內各地也有

可供觀光客使用的運動中心以及市營的綜合運動設

施。

在健身房盡情運動

攝影協助：卡努佳渡假村(名護市)

健走可近距離感受沖繩特有的迷人魅力。

可以悠閒地在海濱散步，或是參加大街

上的健走行程也不錯。卡努佳渡假村推

出的行程可供體驗具有高度運動效果的

北歐式健走。北歐式健走是運用2支登山

杖並藉由轉動手腕的動作來快步向前走，

這是一項全身運動，也可減輕對膝蓋和

腰部的負擔。過程中有指導員陪同講解，

您不妨也來挑戰看看 ！

多元風格邁開輕快步伐！

Walking
健走

Golf高爾夫

健身房
GymGym Other Fun

還有，還有…

沖繩在本島與離島上座落著超過40處的

高爾夫球場，打者可視等級需求挑選最

適合的球道。有些高爾夫球場也提供出

租球具和球鞋，讓您的旅遊更加輕鬆無

負擔。要推薦給新手的是包含出租用具

在內的方案，短時間內就能下場揮桿。

卡努佳高爾夫球道備有約2小時的半場球

道，可在休閒氣氛中輕鬆享受充滿活力

的渡假村球道，另外也有2人1組下場揮

桿的新風格高爾夫方案。

新手也可輕鬆上場揮桿

北歐式健走可改

善 姿勢，走 來 輕

鬆愉快！

北歐式健走可改

善 姿勢，走 來 輕

鬆愉快！

對著大海開球

痛快淋漓無與

倫比！

對著大海開球

痛快淋漓無與

倫比！

在 海 景 相 伴

下 健 身，太

讚了~

在 海 景 相 伴

下 健 身，太

讚了~

打完高爾夫球之

後，到池畔享受

渡假氣氛！

打完高爾夫球之

後，到池畔享受

渡假氣氛！

有時是夫妻間的紀念日，有時和志同道合的好友同樂，
在永遠舒適怡人的沖繩，享受無拘無束的美好時光。

運 動

放慢�步好自在
成熟人士的假期好滿足

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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