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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遊學團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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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實用資訊連結

1. 沖繩遊學資訊網站：
https://www.visitokinawa.jp/edu?lang=zh-hant

https://www.okinawapref.com.hk/ 

2. 模擬行程表和學校交流申請文件等: https://www.okinawapref.com.hk/educationaltour 

3. 查詢
- 沖繩觀光會議局  Okinawa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Bureau

Educational Travel Team
電郵地址： edu_okinawa@ocvb.or.jp

語言：日文、英文

- 沖繩縣香港事務所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電話號碼：(852) 2968-1006
電郵地址：okinawaopg@biznetvigator.com
語言：中文、英文、日文

沖繩觀光會議局可以協助安排學校交流（交流申請詳情請參閲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但是安排學校原則上需時最少3個月。為確保旅行社有

充足時間向沖繩觀光會議局申請安排學校交流，以及安排各行程、

預留酒店房間和機位等   學校宜盡早開始物色旅行社（最少在旅程出發6個月前），並最少

在旅程出發3個多月前完成所有物色旅行社的程序。（即與旅行社簽約等。）

本文件所列景點和活動，或會因時節和天氣而暫停開放或未能提供，

一切以當時情況作準。

明確學習目標：每個行程和活動都設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重點，
方便老師制定學習策略。

跨學科學習：每個行程都有特定學習側重點，同時亦橫跨不同範疇的學習，

務求讓學生在各範疇上得到廣與深的學習體驗。

方便老師參考：老師可直接使用此行程向旅行社報價。同時亦保留一定彈性，讓老師按校
本理念、課程、金錢預算與學生能力自行斟酌選擇，增減行程和活動。以下行程只作參考
之用，實際仍以旅行社根據航班、當時活動情況和時間等安排作準。

為讓學生更易吸收學習内容，一天宜作2-3項活動，

但亦可按各活動時間長短、交通安排等作調整。

宜向旅行社解釋每項行程和活動的教學目的，方便安排合適的内容。如有需要，宜在標書明

確指示是否需要安排旅遊景點的本地導賞及列明導賞内容。部分當地導賞内容可按教學目

的作調整，不過當地機構亦會視乎要求内容、參加人數、人手安排等決定能否安排，敬請諒

解。在日本，大部分當地活動的導賞都只有日文，部分提供英文。學校在填寫標書時，可要

求旅行社的導遊在行程中進行傳譯。



（1）科學科技與產業文化考察團

學習目標：

1

2

3

行程

第一天 1. 香港à沖繩那霸

2. 自然生態觀察與學習 以

下2.1和2.2中選其一。

（視乎航班時間，或需調配

至最後一天）

2.1海灘自然生態導賞 （NPO法人自
然體驗學校）或 森林自然生態導賞

（只限3月至11月）      【60分鐘】

2.2 Gangala之谷 入場參觀、
導賞 【80分鐘】

3. 沖繩當地民家訪問

Sky Tourist Service  

STEM教育：透過在參觀沖繩科學、科技設施和參與工廠的導賞，增進各種自然生物的知識；瞭解各種科學

原理和高端科技的發展，激發對科學的興趣；思考科技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和環境保護，並作爲香港的借

鏡，反思香港未來的科技發展。

生涯規劃與公民教育：參觀日本國家級科學科技的學術機構與研究設施，探究升學前路與相關職業前景；

透過與沖繩人交流，體會與他國文化的異同，重新認識自己的身份，裝備成爲擁有世界視野的公民。

產業與文化學習：透過參觀各種傳統與現代產業工場，並實際參與製作過程，深度認識沖繩的產業與生活

文化；（高中與大專學生）深入思考各種與旅遊產業相關的課題（如：從旅遊業探討保育與發展的平衡；

旅遊業帶來的外來文化與本土保育、經濟、文化和地理的關係 ) 認識沖繩各產業如何結合傳統產業與現代

旅遊需求，發展出近年流行的體驗式旅遊等新興的經濟模式；思考其利弊和對香港旅遊服務業的啟示）。

在專家導賞下，近距離觀察珊瑚礁環繞的

淺灘或森林，

學習各種海洋生物或森林生物的知識，瞭

解海洋或森林生態與環境問題。

在專人導賞帶領下遊歷天然鐘乳石洞和巨

大森林，學習地質和地理知識。透過當地

考古成果。

認識古人類港川人身體特徵和生活，思考

科技如何幫助發掘歷史。

學習重點

入住沖繩當地人的家庭，一同體驗各種農

耕和文化活動

如料理煮食、音樂、舞蹈和琉球服裝體驗

等。透過深入交流，了解沖繩人的生活與

文化。

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語言的人溝通與相

處，提升溝通能力。

（高中與大專）瞭解沖繩的體驗式深度旅

遊產業，

反思其利弊和對香港旅遊發展的啓示。



第二天

1. Torim Recycle 工廠參觀
【60分鐘】

2. 學校交流【時間不定】

第三天

1.沖繩科學科技大學院大學
（OIST）參觀與科學交流

【60-90分鐘】

2.國家級高端科研設施導賞

以下2.1和2.2中選其一。

2.1沖繩電磁波技術中心
（NICT）【60-80分鐘】

2.2沖繩宇宙通訊所JAXA
【60-80分鐘】
（只能容納35人以下的巴士
進入）

3.養殖珊瑚苗：沖電開發水

產養殖中心 或 珊瑚田【約

60分鐘】

4.（自選）萬座毛  【30分

鐘】

第四天 1. 以下1.1至1.4中選其二。

1.1沖繩市防災研修中心【60
分鐘】

1.2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
水族館或熱帶夢想中心和植
物園） 【90-120分鐘】

欣賞大自然美景。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反思以下問題：旅遊業如何改變和塑

造當地生態？

透過地震、救火等模擬體驗，提升防災意

識。反思現代科技如何幫助防災。

認識海洋生物和各種植物的知識。了解科

技如何保育生物，反思圈養生物的保育方

法的利弊。

以全英文授課的日本國家級科學和科技研

究院。

透過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安排的實驗室參觀

和科學講座（內容按學生程度而定），學

習科學。

探討未來升學前路，以備生涯規劃。

在職員導賞（自選）下，參觀利用先端遙

測技術研發而成的氣象觀測雷達等設備，

了解科技與氣象觀察等知識。

追蹤和管控人造衛星的國家設施。透過職

員導賞（自選），認識科技與太空相關知

識。

了解珊瑚面臨的環境問題，並親身養殖珊

瑚苗，作出實際行動保護環境。

了解科技與保育的關係

參觀玻璃回收工廠，了解如何將玻璃製成

可完全分解的建築素材人造輕石

Super Sol的，

提高環保意識，思考香港如何推行環保和

回收。

與沖繩當地學校交流，交流内容及時間按

雙方而定。可提出進行科學交流，

但需視乎對方學校能否安排，有可能未能

安排，敬請見諒。交流安排請參閲

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



1.3國際海洋環境情報中心
（GODAC）
【90分鐘】

1.4 Nuchimasu 製鹽工廠
（Nuchiuna）
【40-50分鐘】

2. 以下2.1 - 2.2中選其一

2.1 Uruma市觀光協會觀星

（視乎時節和天氣）【90分

鐘】

2.2 沖繩兒童王國 【90分

鐘】

3. 成果總結分享會

第五天 1. 以下1.1和1.2中選其一。

1.1國際通與第一牧志公立市

場【60-120分鐘】

1.2首里城【90分鐘】

2. 沖繩那霸à香港

了解宇宙的奧秘，體驗自然的美妙。

增加對宇宙星體的認識。

分享5天活動成果（STEM、生涯規劃與公民

教育等）

（高中與大專）總結五天的旅遊行程，反

思旅遊的各種模式（參觀、體驗、深度遊

等）以及其相關課題。

認識沖繩的生活、商店街與市場文化，觀

察當地人的互動。國際通是沖繩那霸市内

最熱鬧的商店街，因為二戰後在當地建立

的電影院「Ernie Pyle國際劇場」而被命

名。整條街道長約1英里，是沖繩裏戰後復

興得最快的地區，因此又被稱為「奇跡的1

英里」。位於國際通附近的第一牧志公立

市場於1950年建立，集合了沖繩的各種食

材，又被稱為「沖繩的台所」（台所：廚

房之意。）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反思以下問題：旅遊如何促進經濟？

外來文化為本土經濟和文化帶來怎樣的益

處與衝擊？（按:國際通外來人口；語言；

付款方式等）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世

界遺產。

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極受中國的

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本建築特

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與中國與

日本本土、中國、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探討以下問題：旅遊經濟如何促進和

破壞古跡保育？

認識沖繩的動物與相關知識，與動物互

動，提升保育意識。在科學館內，進行各

種體驗活動，提升對科學與自然現象的好

奇心及思考能力。

透過職員導賞（自選），介紹各種先端海

洋科學技術，並分享海洋觀察技術員的工

作內容和前景，作生涯規劃教育。（共有

不同導賞内容可供選擇。）

在職員導賞（自選）下，瞭解製鹽公司

Nuchimasu世界首創的製鹽技術，如何保存

鹽中的礦物成分，提高營養成份。

 在工廠附近欣賞海洋與懸崖美景。



（2）科學科技與產業文化體驗團

學習目標：

1

2

行程

第一天 1. 香港à沖繩那霸

以下2.1和2.2中選其一。

2.1 國際通與第一牧志公立

市場【60-90分鐘】

2.2浦添大公園或同等（適合

小學生）

【60-90分鐘】

第二天

以下1-5中選其二至三。

1. 學校交流

以下1.1和1.2中選其一。

1.1沖繩中小學交流

【時間不定】

1.2沖繩科學科技大學院大
學（OIST）參觀與科學交流

【60-90分鐘】

以全英文授課的日本國家級科學和科技研

究院。

透過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安排的實驗室參觀

和科學講座（內容按學生程度而定），學

習科學。

探討未來升學前路，以備生涯規劃。

與沖繩當地學校交流，交流内容及時間按

雙方而定。可提出進行科學交流，但需視

乎對方學校能否安排，有可能未能安排，

敬請見諒。交流安排請參閲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

認識沖繩的生活、商店街與市場文化。國

際通是沖繩那霸市内最熱鬧的商店街，因

為二戰後在當地建立的電影院「Ernie Pyle

國際劇場」而被命名。整條街道長約1英

里，是沖繩裏戰後復興得最快的地區，因

此又被稱為「奇跡的1英里」。位於國際通

附近的第一牧志公立市場於1950年建立，集

合了沖繩的各種食材，又被稱為「沖繩的

台所」

（台所：廚房之意。）

讓學生身心放鬆的公園。内有香港少見的

的遊樂設施，包括長滑梯。

STEM：透過考察沖繩航天科技/海洋科學等設施，以及工廠機械的導賞，瞭解自然生態、科學原理和高端

科技的發展，激發對科學的興趣；思考科技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

產業、文化學習與公民教育：透過參觀各種傳統與現代產業工廠，並動手體驗製作過程，深度認識沖繩的

產業與生活文化；透過與沖繩人交流，體會他國文化的異同，重新認識自己的身份，裝備成爲擁有世界視

野的公民。

學習重點



2.國家級高端科研設施導賞

以下2.1和2.2中選其一。

2.1沖繩電磁波技術中心
（NICT）【60-80分鐘】

2.2沖繩宇宙通訊所JAXA
【60-80分鐘】
（只能容納35人以下的巴士
進入）

2.3國際海洋環境情報中心
（GODAC）
【90分鐘】

3.（自選）萬座毛  【45分鐘】

4.產業學習：農耕與食物製

作體驗

以下4.1或4.2中選其一。

4.紅薯撻製作體驗（御菓子
殿恩納店）
【120分鐘】

5. 海洋生物觀察
以下5.1、5.2和5.3中選其一。

5.1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
水族館或熱帶夢想中心和植
物園） 【90-120分鐘】

5.2恩納村體驗學習中心：海

灘自然生態導賞

（只可在退潮時進行）

【150-180分鐘】

5.3部瀨名海中公園（海中展
望塔與玻璃底游艇）
【90分鐘】

透過職員導賞（自選），介紹各種先端海

洋科學技術，並分享海洋觀察技術員的工

作內容和前景，作生涯規劃教育。（共有

不同導賞内容可供選擇。）

參觀沖繩著名零食工廠和紅薯撻製作體

驗，瞭解沖繩的食物加工業。

在專家導賞下，近距離觀察珊瑚礁環繞的

淺灘，學習各種海洋生物的知識，瞭解海

洋生態與環境問題。

在海中展望塔與玻璃底游艇裏，親眼欣賞

各種海中生物，認識海洋生態相關知識。

欣賞大自然美景。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反思以下問題：旅遊業如何改變和塑

造當地生態？

認識海洋生物和各種植物的知識。了解科

技如何保育生物，反思圈養生物的保育方

法的利弊。

在職員導賞（自選）下，參觀利用先端遙

測技術研發而成的氣象觀測雷達等設備，

了解科技與氣象觀察等知識。

追蹤和管控人造衛星的國家設施。透過職

員導賞（自選），認識科技與太空相關知

識。



第三天

選擇一
1. Nuchimasu 製鹽工廠
（Nuchiuna）
【40-50分鐘】

2. 沖繩兒童王國Zoo &
Museum （神奇博物館）
【120分鐘】

3.產業學習：各種產業製作

體驗

【各項目時間不一】

珊瑚苗養殖體驗 或

沖繩黑糖工廠參觀與製作體

驗 或

Blue Seal Ice Park 雪條製作

與冰箱體驗 或

玻璃製作體驗 或

琉球紅型染布體驗 或

彩繪陶瓷獅子體驗 或

藍染體驗 或

玻璃製品製作 或

傳統織布體驗

選擇二

1. 科學、科技與產業學習

以下1.1或1.2中選其一。

1.1 Nuchimasu 製鹽工廠
（Nuchiuna）
【40-50分鐘】

認識各種沖繩傳統與現代產業。

透過各種親身製作體驗，瞭解各種科學原

理和科技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珊瑚苗養殖：親身養殖珊瑚苗，瞭解科學

如何協助保育，並作出實際行動保護環

境。

在職員導賞下，瞭解製鹽公司Nuchimasu世

界首創的製鹽技術，如何保存鹽中的礦物

成分，提高營養成份。在工廠附近欣賞海

洋與懸崖美景。

在職員導賞（自選）下，瞭解製鹽公司

Nuchimasu世界首創的製鹽技術，如何保存

鹽中的礦物成分，提高營養成份。

 在工廠附近欣賞海洋與懸崖美景。

在神奇博物館中，透過各種有趣的體驗活

動學習科學原理。在動物園裏接觸各種動

物，培養對動物的愛心。

第三天行程共有兩個選擇，請在其中選一。



1.2 沖繩兒童王國Zoo &
Museum （神奇博物館）
【120分鐘】

2. 沖繩當地民家訪問
（可選擇即日活動或寄宿一
夜）

3.（晚上）成果總結分享會

第四天

1. 泊魚市場
【30-40分鐘】

2.首里城【90分鐘】

3. 沖繩那霸à香港

在神奇博物館中，透過各種有趣的體驗活

動學習科學原理。在動物園裏接觸各種動

物，培養對動物的愛心。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世

界遺產。

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極受中國的

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本建築特

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與中國與

日本本土、中國、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探討以下問題：旅遊經濟如何促進和

破壞古跡保育？

分享學習成果。

瞭解沖繩漁業與生活、市場文化。2005年新

建的魚市場，若時間合適，可隔著玻璃觀

看當地人分割魚類。

進入沖繩人當地家庭，與當地家庭進行各

種交流，如料理煮食、音樂、舞蹈和琉球

服裝體驗等。亦可安排選擇1.中的部分產業

製作體驗活動。深度認識沖繩當地文化與

起居生活。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語言的

人溝通與相處，提升非語言的溝通能力。



（3）自然生態保育團

學習目標：

1

2

3

行程

第一天 1. 香港à沖繩那霸

2. 珊瑚染布體驗

【30-40分鐘】

3.國際通與第一牧志公立市

場散步與晚膳【120分鐘】

第二天

以下1-4中選其二至三。

1. Torim Recycle 工廠參觀

參觀玻璃回收工廠，了解如何將玻璃製成

可完全分解的建築素材人造輕石Super Sol

的，提高環保意識，思考香港如何推行環

保和回收。

環保與生命教育：親身接觸自然，認識各種生物和地理知識；體驗大自然的美妙，提升環保意識；透過多

元化的體驗活動，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學會珍惜生命與食物；反思各種環保和保育措施的利弊得失，

以為香港的環保與保育政策借鏡。

STEM教育：參觀各種科學科技設施，以及各種體驗活動，激發對科學的興趣，了解科學原理，思考科技如

何應用在日常生活。

學習重點

利用已變成化石的珊瑚染布，思考如何活

用環境資源。

生涯規劃：實地參觀不同科研機構，了解升學和工作前路，及早進行生涯規劃。

認識沖繩的生活、商店街與市場文化。國

際通是沖繩那霸市内最熱鬧的商店街，因

為二戰後在當地建立的電影院「Ernie Pyle

國際劇場」而被命名。整條街道長約1英

里，是沖繩裏戰後復興得最快的地區，因

此又被稱為「奇跡的1英里」。位於國際通

附近的第一牧志公立市場於1950年建立，集

合了沖繩的各種食材，又被稱為「沖繩的

台所」

（台所：廚房之意。）



2. 地質學習

以下 2.1和2.2中選其一：

2.1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參觀
玉泉洞、洞穴探險
【150-180分鐘】

2.2 Gangala之谷 入場參觀、
導賞【80分鐘】

3. 齋場御嶽
   【60分鐘】

4.NPO法人自然體驗學校：
海岸自然生態導賞 或 森林
自然生態導賞 或 浮潛

【自然生態導賞：60分鐘（只
限3月至11月）；
浮潛：90-120分鐘】

第三天

1. 學校交流
   【時間不定】

以下2.1、2.2和2.3中選其

一。

2.1沖繩當地民家訪問

（可選擇即日活動或寄宿一

夜）

除了參觀有名的觀光鐘乳石洞外，還可以

參加為學生而設的探險旅程，在專人帶領

下深入未開發的天然鐘乳石洞穴，學習地

質和地理知識。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中還有大量傳統工藝體

驗活動。

在專人導賞帶領下遊歷天然鐘乳石洞和巨

大森林，學習地質和地理知識。

透過當地考古成果，認識古人類港川人身

體特徵和生活。

巨石群組成的神聖空間，相傳由琉球神話

中的創世神Amamikiyo所創。以前的琉球國

王需穿著女裝進行祭祀儀式，現為世界遺

產。

在當地導賞（自選）下參觀，了解古琉球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反思現代人看待自然

的態度。

入住沖繩當地人的家庭，一同體驗各種農

耕和文化活動，如料理煮食、音樂、舞

蹈、購物和琉球服裝體驗等。透過深入交

流，了解沖繩人的生活與文化。學習如何

與不同文化、語言的人溝通與相處，提升

溝通能力。

透過各種自然生態導賞，認識各種自然生

物和其身處的生態環境面對的威脅。

親身感受自然的美好，提升環保意識。

與沖繩當地學校交流，交流内容及時間按

雙方而定。交流安排請參閲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



2.2農耕體驗和煮食體驗
（KAE Project Cooking
Studio或同等）
【90-120分鐘】

2.3養殖珊瑚苗：沖電開發水
產養殖中心 或 珊瑚田
【約60分鐘】

3.（自選）參觀殘波岬 或 萬
座毛
   【30分鐘】

第四天

以下1-7中合共選二至三。

1. 大型定置網捕魚體驗
【150分鐘；最多24人參與】

2. 沖繩科學科技大學院大學
（OIST）參觀與科學交流
【60-90分鐘】

3. GODAC國際海洋環境情
報中心
【90分鐘】

4. 沖繩市防災研修中心

【60分鐘】

5. 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海
水族館或熱帶夢想中心和植
物園）
【90-120分鐘】

6. 名護自然動植物公園

【90-120分鐘】

欣賞世界各地的動植物，包括亞馬遜熱帶

雨林的瀕危物種，學習相關知識。

了解科技如何保育生物，反思圈養生物的

保育方法的利弊。

了解珊瑚面臨的環境問題，並親身養殖珊

瑚苗，作出實際行動保護環境。

了解科技與保育的關係。

體驗捕魚，了解現代科技如何幫助漁民維

生。

反思如何平衡捕魚需要與自然保育。

透過親身捕魚，學習珍惜食物。

認識海洋生物和各種植物的知識。

了解科技如何保育生物，反思圈養生物的

保育方法的利弊。

透過地震和救火等模擬體驗，提升防災意

識。

反思現代科技如何幫助防災。

透過農耕和煮食體驗，讓學生親手參與收

割、預備食材、烹調食物的過程，反思食

物製造的過程，學會珍惜食物和感恩。

與同學合作，收割農作物、學習烹調沖繩

料理和收拾厨具，培養與人合作、溝通和

自理的能力。

透過學習烹調沖繩地道料理，瞭解食物背

後的歷史和飲食文化。

欣賞天然美景，增進地質和地理知識。

以全英文授課的日本國家級科學和科技研

究院。

透過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安排的實驗室參觀

和科學講座（內容按學生程度而定），學

習科學。

探討未來升學前路，以備生涯規劃。

透過職員導賞（自選），介紹各種先端海

洋科學技術，並分享海洋觀察技術員的工

作內容和前景，作生涯規劃教育。



7. Uruma市觀光協會觀星

（視乎時節和天氣）

【90分鐘】

8. （晚上）成果總結分享會

第五天

1. 文化歷史遺產參觀

以下1.1和1.2中選其一至

二。（視乎當天航班時間）

1.1 波上宮

【30分鐘】

1.2首里城【90分鐘】

3. 沖繩那霸à香港

了解宇宙的奧秘，體驗自然的美妙。

分享學習成果。

此為古代琉球人對海上之神祈求風調雨順

的聖地，了解古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世

界遺產。

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極受中國的

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本建築特

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與中國與

日本本土、中國、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探討以下問題：旅遊經濟如何促進和

破壞古跡保育？



（4）個人成長與挑戰 / 領袖訓練團

學習目標：

1

2

3

行程

第一天 1. 香港à沖繩那霸

2. 歷史、文化學習

以下2.1和2.2中選其一。

（視乎當天航班時間）

2.1 沖繩縣立博物館
【60-90分鐘】

2.2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
館 + 壺屋通參觀
【博物館：60分鐘
壺屋通參觀：20-30分鐘】

3. 國際通與第一牧志公立市
場晚膳與散步
【120分鐘】

在博物館和歷史遺產學習沖繩歷史和文化

的概略，為之後幾天的活動和體驗打好基

礎。

生命教育與個人成長：透過各種文化體驗和與不同人的交流活動，從他者的角度重新審視和認識自己，學

會珍惜生命；鼓勵學生勇於面對困難，踏出安舒區，挑戰和突破自己；透過各種與同學和陌生人分工合作

的活動，培養與他人的溝通和合作能力。

生涯規劃：透過各種活動和職業生涯相關分享，讓學生瞭解自己的興趣與强弱，認清將來的升學就業前

路。

文化學習與公民教育：讓學生瞭解沖繩的文化和生活環境，並鼓勵他們從多角度思考文化歷史事件，並與

自身生活環境和文化作比較，提高他們對自身與外地文化差異的敏感度，裝備他們成爲世界公民。

學習重點

在博物館職員導賞（自選）下，認識沖繩

的歷史、文化、民俗等。

瞭解過去歷史上沖繩與日本本土、中國、

亞洲和世界的關係。

在博物館職員導賞（自選）下，認識沖繩

和壺屋通一帶陶藝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歷

史。

瞭解過去歷史上沖繩與日本本土、中國、

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認識沖繩的生活、商店街與市場文化。國

際通是沖繩那霸市内最熱鬧的商店街，因

為二戰後在當地建立的電影院「Ernie Pyle

國際劇場」而被命名。整條街道長約1英

里，是沖繩裏戰後復興得最快的地區，因

此又被稱為「奇跡的1英里」。位於國際通

附近的第一牧志公立市場於1950年建立，集

合了沖繩的各種食材，又被稱為「沖繩的

台所」（台所：廚房之意。）



第二天

1.（自選）特別體驗/義工活

動

以下1.1和1.2中選其一。

1.1 大型定置網捕魚體驗
【150-180分鐘】

1.2. 海灘打掃義工活動
【60分鐘】

2. 沖繩當地民家訪問
（可選擇即日活動或寄宿一
夜）

第三天

1. 生命教育、個人成長與生
涯規劃
以下在1.1科學、生態行程
和 1.2藝術行程中選其一。

1.1 科學、生態行程

以下1.1.1、1.1.2和1.1.3中選

其一。

1.1.1  GODAC國際海洋環境
情報中心
【90分鐘】

1.1.2沖繩科學科技大學院大
學（OIST）參觀與科學交流

【60-90分鐘】

1.1.3. 海洋博公園（沖繩美麗
海水族館）
【90-120分鐘】

體驗捕魚，了解沖繩的生活文化。

透過親身捕魚，學習珍惜食物和感恩。

沖繩海洋正面對垃圾等污染問題，珊瑚礁

等海洋生物都受到實際威脅。

透過實際參與清掃海灘的義務工作，身體

力行實踐環保。

以小組進行打掃，培養與人合作的能力。

訪問沖繩當地人的家庭，一同體驗當地人

的起居飲食和文化活動，如傳統音樂、舞

蹈、琉球服裝體驗、購物、家庭煮食等。

透過深入交流，了解沖繩人的生活與文

化，反照己身，加深對自己與自己文化的

認識。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語言的人溝

通與相處，提升溝通能力。

透過職員導賞（自選），介紹各種先端海

洋科學技術，並分享海洋觀察技術員的工

作內容和前景，作生涯規劃教育。

讓學生瞭解海洋生態面對的危機，學會保

護環境、珍惜生命的重要性。

以全英文授課的日本國家級科學和科技研

究院。

透過大學教職員和學生安排的實驗室參觀

和科學講座（內容按學生程度而定），學

習科學。

探討未來升學前路，以備生涯規劃。

讓學生認識海洋生物，瞭解保護環境、珍

惜生命的重要性。



1.2  藝術行程
以下1.2.1和1.2.2中選其一。

1.2.1  東南植物樂園：
彩繪牛【20-30分鐘】和
自製彩色珊瑚裝飾盆栽【30-
60分鐘】
參觀【60-90分鐘】

1.2.2  以下選其一。

琉球紅型染布體驗 或
沖繩珊瑚染布體驗 或
彩繪陶瓷獅子體驗 或
彩繪陶瓷碗碟體驗
【各項目時間不一】

2. （自選）萬座毛或殘波岬

【30分鐘】

3. 自我挑戰、個人成長與生
命教育
以下3.1和3.2中選其一。

3.1 （中學以上） Forest

Adventure in Onna

（有年齡限制，參加者必須

為13歲或以上）

【120-180分鐘】

3.2（中學或小學）農耕體驗
和煮食體驗（KAE Project
Cooking Studio或同等）
【90-120分鐘】

借藝術活動進行靜觀，鼓勵學生面對內心

喜憂，以藝術抒發感情，梳理思緒，調整

人生方向，重新出發。

*因為此活動本身非以靜觀為目的，老師需

在活動期間自行帶領和引導學生進行反

思，並在活動完成後鼓勵他們分享成果。

 因有人數限制，或需分組輪流進行。

欣賞大自然美景，培養愛惜、敬重大自然

的心。

專人指導下的樹林歷奇活動，包括泰山叢

林飛躍、空中滑索和繩網攀爬等。設專為

青少年而設計的2-3小時活動。

鼓勵學生面對困難時，勇於挑戰自己、力

求突破，務求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與同學合作，收割農作物和學習烹調沖繩

料理，培養與人合作和溝通的能力。

讓學生親手參與收割、預備食材、烹調食

物的過程，學會珍惜食物和感恩。

透過學習烹調沖繩地道料理，瞭解食物背

後的歷史和飲食文化。（農耕體驗按時節

而定。）



第四天

1. 學校交流
  【時間不定】

2. 和平與生命教育
最理想為同時安排2.1和
2.2，但亦可按學校交流時間
安排和學習目標，而只安排
其一。

2.1和平博物館參觀

以下2.1.1和2.1.2中選其一。

2.1.1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
【60-90分鐘】

2.1.2姬百合平和祈念資料館
【60-90分鐘】

2.2 戰爭遺跡與親身體驗

以下2.2.1、2.2.2、2.2.3和2.2.4

中選其一。

2.2.1 經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

館或其他團體安排二戰生還

者分享戰爭經歷

（鑒於二戰生還者年事已

高，行動不便，不少亦已經

離世，可能較難安排。他們

亦有可能因爲健康情況而在

當日臨時未能出席，敬請見

諒。）

【60分鐘】

此博物館詳細講述二戰前、戰爭中和戰後

美軍佔領的沖繩歷史。

與沖繩當地學校交流，交流内容及時間按

雙方而定。交流安排請參閲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

二戰時，沖繩是日本中唯一與美軍在陸地

上交戰的地方，因此不少平民被捲入戰

爭，在完結戰事前更被號令集體自殺，死

傷慘重。戰後沖繩亦被美國割讓，至1972年

才回歸日本，但美軍基地則一直延留至

今，備受政治爭議。

透過參觀和平博物館，了解沖繩過去的戰

爭歷史，明白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重要，

學會珍惜生命。

此博物館紀念戰時被強制徵用服務軍隊的

女學生（姬百合學徒隊）。透過女學生的

角度講述沖繩在二戰時的歷史。

透過年齡相近的女學生在戰爭中的遭遇，

瞭解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重要，並感受自

己的幸福，學會珍惜生命和感恩。

參觀戰爭遺跡，或聆聽戰爭生還者的分

享，親身體驗、感受戰爭時的狀況。

親身與經歷過戰爭的當事人接觸，深入瞭

解戰爭的歷史。瞭解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

重要，學會珍惜生命。



2.2.2 糸數壕

(Itokazu Abuchiragama）

【60分鐘】

2.2.3 陸軍病院南風原壕群20

號【40-50分鐘】

2.2.4舊海軍司令部壕
【45-60分鐘】

3.（晚上）成果總結分享會

第五天

1. 首里城

【90分鐘】

2. 沖繩那霸�香港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

世界遺產。

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極受中國的

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本建築特

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與中國與

日本本土、中國、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沖繩天然的鐘乳石洞，在戰爭時曾被用作

為軍事基地和臨時戰地醫院，亦有不少平

民避難。

和平導賞員約1小時的介紹下，深入進入洞

穴，參觀部分當時遺留的物品，親身體會

姬百合女學徒隊如何在惡劣的情況下照料

傷兵，以及從軍人和平民的角度了解戰爭

的殘酷。

洞內黑暗潮濕，需戴備手電筒與安全帽進

入。在和平導賞員的指示下嘗試著名的

「黑暗體驗」，在洞內關掉手電筒，體會

傷兵與平民在完全黑暗環境的感受。

陸軍病院南風原壕群20號是人工建立的洞

穴，在二戰時曾一度作為臨時陸軍醫院。

在和平導賞員的導賞下，了解姬百合女學

徒隊照料傷兵的歷史，以及從軍人與平民

的角度了解戰爭的殘酷。

舊海軍司令部壕是人工建立的洞穴，在二

戰時用作海軍指揮基地。內裏重現當時的

面貌，並能看到將軍在淪陷前集體自殺

時，爆破手榴彈遺留的痕跡。



（5）歷史文化考察團

學習目標：

1

2

3

行程

第一天 1. 香港à沖繩那霸

2. 歷史、文化學習

以下2.1和2.2中選其一。

（視乎當天航班時間）

2.1 沖繩縣立博物館
【60-90分鐘】

2.2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
館 + 壺屋通參觀
【博物館：60分鐘
壺屋通參觀：20-30分鐘】

3. 首里城（視乎當天航班時
間，或需調配至最後一天）
【90分鐘】

歷史文化學習：透過參觀不同歷史和文化遺產，概觀沖繩在古代、近代、二戰、戰後至當代的歷史演變；

多角度審視歷史事件，培養批判思考；親身體驗工藝創作和與當地人交流，深度了解沖繩獨有文化。

通識教育：深入認識沖繩的政經社會，理解沖繩 / 琉球王國與中國、日本本土、亞洲與美國等國的相互影

響與關係，加深對全球化概念的認識；思考保育與發展環境和歷史遺產的關係。

生命教育：透過生態與和平學習等，反思人類與自然、人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學會珍惜生命。

學習重點

沖繩自古便與中國、日本本土、東南亞各

國進行貿易，多方都有各種文化和政治交

流。

在博物館和歷史遺產學習沖繩歷史和文化

的概略，為之後幾天的活動和體驗打好基

礎。

在博物館職員導賞（自選）下，認識沖繩

的歷史、文化、民俗等。

瞭解過去歷史上沖繩與日本本土、中國、

亞洲和世界的關係。

在博物館職員導賞（自選）下，認識沖繩

和壺屋通一帶陶藝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歷

史。

瞭解過去歷史上沖繩與日本本土、中國、

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

世界遺產。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

極受中國的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

本建築特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

與中國和日本的的微妙關係。



4. 國際通與第一牧志公立市
場晚膳與散步
【120分鐘】

第二天

1-2. 古今社會考察

1. 道之驛嘉手納
【30分鐘】

2. 以下2.1、2.2和2.3中選其

一。

2.1  港川外人住宅區
【45-60分鐘】

2.2  座喜味城址
【60分鐘】

2.3  中村家住宅
【30-40分鐘】

3. 沖繩當地民家訪問
（可選擇即日活動或寄宿一
夜）

戰後在美軍基地附近形成的外國人社區，

現保留原有房屋，並活化為小型購物區。

思考美軍基地為沖繩帶來的文化影響，以

及發展與保育的關係。

認識沖繩的生活、商店街與市場文化。國

際通是沖繩那霸市内最熱鬧的商店街，因

為二戰後在當地建立的電影院「Ernie Pyle

國際劇場」而被命名。整條街道長約1英

里，是沖繩裏戰後復興得最快的地區，因

此又被稱為「奇跡的1英里」。位於國際通

附近的第一牧志公立市場於1950年建立，集

合了沖繩的各種食材，又被稱為「沖繩的

台所」（台所：廚房之意。）

從公路休息站的天台觀望嘉手納美軍基

地，以及參觀小型展示廳，探究戰後美軍

基地在當代沖繩社會的角色。從嘉手納美

軍基地的爭議，瞭解沖繩居民、沖繩地區

政府、日本中央政府、美國政府在基地問

題上的角色與看法。

於琉球王國統一前的1420年前後建立；在二

戰時被日軍用作砲台，戰後一度被美軍用

作雷達基地。現為世界遺產。認識琉球王

國統一前和戰時戰後的沖繩歷史。思考保

育與發展歷史遺跡的關係。

於18世紀中旬建立，少數保留了二戰前沖繩

的住宅特色的建築物，現為國家重要文化

財。透過參觀了解戰前沖繩人的生活與住

宅環境，並思考保育與發展歷史遺跡的關

係。

訪問沖繩當地人的家庭，一同體驗當地人

的起居飲食和文化活動，如傳統音樂、舞

蹈、琉球服裝體驗、購物、家庭煮食等。

透過深入交流，了解沖繩人的生活與文

化，反照己身，加深對自己與自己文化的

認識。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語言的人溝

通與相處，提升溝通能力。



第三天

1. 工藝、產業文化體驗
以下選其一。（視乎當天學
校交流時間）
傳統製鹽體驗 或
沖繩黑糖工廠參觀與製作體
驗 或
Blue Seal Ice Park 雪條製作
與冰箱體驗 或
玻璃製作體驗 或
琉球紅型染布體驗 或
彩繪陶瓷獅子體驗 或
藍染體驗 或
玻璃製品製作 或
傳統織布體驗

紅薯撻工廠參觀與製作體驗
【各項目時間不一】

2. 學校交流【時間不定】

第四天

1. 人文與自然的關係：考古
和生態學習
以下1.1和1.2中選其一。

1.1  Gangala之谷
【80分鐘】

1.2  齋場御嶽
【60分鐘】

2.戰爭與和平：歷史學習與
生命教育
最理想為同時安排2.1和
2.2，但亦可按時間安排和學
習目標，而只安排其一。

巨石群組成的神聖空間，相傳由琉球神話

中的創世神Amamikiyo所創。以前的琉球國

王需穿著女裝進行祭祀儀式，現為世界遺

產。在當地導賞（自選）下參觀，了解琉

球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反思現代人看待自

然的態度。

二戰時，沖繩是日本中唯一與美軍在陸地

上交戰的地方，因此不少平民被捲入戰

爭，在完結戰事前更被號令集體自殺，死

傷慘重。戰後沖繩亦被美國割讓，至1972年

才回歸日本，但美軍基地則一直延留至

今，備受政治爭議。多角度審視二戰歷史

（日本、香港/中國與美國；知性與感性

等）。

透過參與不同工藝和產業文化體驗，深入

了解沖繩獨有文化與產業發展。

 與沖繩當地學校交流，交流内容及時間按

雙方而定。交流安排請參閲School Exchange

Activity in Okinawa – Guidelines of

Application。

在專人導賞帶領下遊歷天然鐘乳石洞和巨

大森林，從當地的考古成果，了解古代人

類港川人的生活文化以及對自然的態度，

反思現代人看待自然的態度。



2.1和平博物館參觀
以下2.1.1和2.1.2中選其一。

2.1.1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
【60-90分鐘】

2.1.2姬百合平和祈念資料館
【60-90分鐘】

2.2 戰爭遺跡與親身體驗

以下2.2.1、2.2.2、2.2.3和2.2.4

中選其一。

2.2.1 經沖繩縣平和祈念資
料館或其他團體安排二戰生
還者分享戰爭經歷
（鑒於二戰生還者年事已
高，行動不便，不少亦已經
離世，可能較難安排。他們
亦有可能因爲健康情況而在
當日臨時未能出席，敬請見
諒。）
【60分鐘】

2.2.2 糸數壕

 (Itokazu Abuchiragama)

【60分鐘】

2.2.3 陸軍病院南風原壕群
20號 【40-50分鐘】

   2.2.4 舊海軍司令部壕

  【45-60分鐘】

3.（晚上）成果總結分享會

舊海軍司令部壕是人工建立的洞穴，在二

戰時用作海軍指揮基地。內裏重現當時的

面貌，並能看到將軍在淪陷前集體自殺

時，爆破手榴彈遺留的痕跡。

透過參觀和平博物館，讓學生在知性上了

解沖繩過去的戰爭歷史，明白戰爭的殘酷

與和平的重要，學會珍惜生命。

此博物館紀念戰時被強制徵用服務軍隊的

女學生（姬百合學徒隊）。透過女學生的

角度講述沖繩在二戰時的歷史。透過年齡

相近的女學生在戰爭中的遭遇，瞭解戰爭

的殘酷與和平的重要，並感受自己的幸

福，學會珍惜生命和感恩。

此博物館詳細講述沖繩在二戰前、戰爭中

和戰後美軍佔領的歷史。

參觀戰爭遺跡，或聆聽戰爭生還者的分

享，讓學生親身體驗、感受戰爭時的狀

況，從感性上理解二戰歷史。

親身與經歷過戰爭的當事人接觸，深入瞭

解戰爭的歷史。 瞭解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

重要，學會珍惜生命。

沖繩天然的鐘乳石洞，在戰爭時曾被用作

為軍事基地和臨時戰地醫院，亦有不少平

民避難。 和平導賞員約1小時的介紹下，深

入進入洞穴，參觀部分當時遺留的物品，

親身體會姬百合女學徒隊如何在惡劣的情

況下照料傷兵，以及從軍人和平民的角度

了解戰爭的殘酷。洞內黑暗潮濕，需戴備

手電筒與安全帽進入。在和平導賞員的指

示下嘗試著名的「黑暗體驗」，在洞內關

掉手電筒，體會傷兵與平民在完全黑暗環

境的感受。

陸軍病院南風原壕群20號是人工建立的洞

穴，在二戰時曾一度作為臨時陸軍醫院。

在和平導賞員的帶領下，了解姬百合女學

徒隊照料傷兵的歷史，以及從軍人與平民

的角度了解戰爭的殘酷。



第五天

1.首里城【90分鐘】

2.（自選）沖繩縣縣廳舍或警
察本部參觀
【沖繩縣縣廳舍：45-60分鐘；
警察本部：60-90分鐘】
（警察本部最多容納30人同
時參觀）

3. 沖繩那霸à香港

在當地職員的導賞下，參觀沖繩縣縣廳舍

（政府辦公大樓）和警察本部（警鼓勵學

生比較與香港同等行政和執法機構的異

同，加深對兩地政府體制的認識。察總部

大樓），認識沖繩的社會運作。

琉球王國的政治中心，15世紀建立，現為世

界遺產。

有別於日本其他名城，首里城極受中國的

建築風格影響，同時亦融合日本建築特

色。從此窺探琉球王國在歷史上與中國與

日本本土、中國、亞洲與世界的關係。

（高中與大專學生）在參觀著名旅遊景點

時，探討以下問題：旅遊經濟如何促進和

破壞古跡保育？



景點 / 活動

Ⓔ 交流               Ⓖ 環保、自然、地理                Ⓓ DIY

ⓈSTEM              Ⓛ 生涯規劃、生命教育            Ⓒ文化、歷史、社會

沖繩當地民家探訪、寄宿體驗  Ⓔ Ⓒ Ⓖ ✔ ✔ ✔ ✔ ✔

沖繩學校交流  Ⓔ ✔ ✔ ✔ ✔ ✔

國際通與牧志公立市場  Ⓒ ✔ ✔ ✔ ✔ ✔

首里城  Ⓒ ✔ ✔ ✔ ✔ ✔

沖繩科學科技大學院大學（OIST）  Ⓢ Ⓔ Ⓛ ✔ ✔ ✔ ✔

國際海洋環境情報中心（GODAC）  Ⓢ Ⓖ Ⓛ ✔ ✔ ✔ ✔

傳統工藝製作體驗  Ⓓ Ⓒ ✔ ✔ ✔ ✔

動物園 / 植物園 / 海中展望塔與玻璃底游艇  Ⓖ Ⓢ Ⓛ ✔ ✔ ✔ ✔

萬座毛 / 殘波岬  Ⓖ ✔ ✔ ✔ ✔

海灘 / 森林自然生態導賞  Ⓖ ✔ ✔ ✔

Gangala之谷（鐘乳石洞與巨型森林導賞）  Ⓖ Ⓒ Ⓢ Ⓛ ✔ ✔ ✔

沖繩世界文化王國（玉泉洞參觀與鐘乳石洞探險）  Ⓖ Ⓢ Ⓓ ✔

Torim Recycle 玻璃回收工廠  Ⓖ Ⓢ ✔ ✔

沖繩電磁波技術中心（NICT）  Ⓢ Ⓖ ✔ ✔

沖繩宇宙通訊所（JAXA）  Ⓢ Ⓖ ✔ ✔

養殖珊瑚苗  Ⓖ Ⓓ Ⓛ Ⓢ ✔ ✔

沖繩市防災研修中心  Ⓖ Ⓢ ✔ ✔

Nuchimasu 製鹽工廠（Nuchiuna）  Ⓢ ✔ ✔

觀星  Ⓖ ✔ ✔

農耕與煮食體驗（Ai-ai Farm / KAE Project Cooking Studio） Ⓖ Ⓒ Ⓛ Ⓓ ✔ ✔ ✔

紅薯撻製作體驗  Ⓓ Ⓒ ✔

捕魚體驗  Ⓖ Ⓒ Ⓛ ✔ ✔

魚市場  Ⓒ ✔

齋場御嶽  Ⓒ Ⓛ Ⓖ ✔ ✔

波上宮  Ⓒ ✔

座喜味城址  Ⓒ ✔

中村家住宅  Ⓒ ✔

科學博物館（沖繩兒童王國 Zoo & Museum）Ⓢ ✔

沖繩縣立博物館  Ⓒ ✔ ✔

那霸市立壺屋燒物博物館 + 壺屋通參觀  Ⓒ ✔ ✔

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 / 姬百合平和祈念資料館  Ⓛ Ⓒ ✔ ✔

二戰生還者分享交流  Ⓔ Ⓛ Ⓒ ✔ ✔

戰爭遺址參觀（糸數壕 / 陸軍病院南風原壕群20號 / 舊海軍司令部壕）   Ⓛ Ⓒ ✔ ✔

道之驛嘉手納（觀看美軍基地）  Ⓒ ✔

港川外人住宅區  Ⓒ ✔

海灘打掃義工活動  Ⓛ Ⓖ ✔

Forest Adventure in Onna樹林歷奇活動  Ⓛ ✔

浦添大公園  Ⓛ ✔

浮潛  Ⓖ ✔

沖繩縣縣廳舍 / 警察本部參觀  Ⓒ ✔

其他地點

Yanbaru的學習之森Ⓖ
八重瀬 NPO法人自然體驗學校Ⓖ

景點 / 活動一覽表

行程表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