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sonare 小浜島  2013 年夏季活動 
(提供代預約服務/實際費用及時間,以現場或官網公告為準) 

Risonaren 小濱島體驗活動: 
朝日咖啡 朝焼け café 

 
一邊欣賞從海平線升起的朝陽，一邊啜飲著香醇的咖啡，為新的一天注入滿滿的活力!(有果汁可選擇) 日期: 全年 時間: 6:00〜7:00 (配合日出時間變動，請前一天至櫃檯詢問) 費用: 免費 預約: 不需 備註: 可至 beach house 領取一杯咖啡 

朝日瑜珈    フレッシュアストレッチ 
 

沐浴在早晨的陽光裡，聽著清新的潮聲，在海邊一起伸展筋骨吧!配合著呼吸、緩慢的伸展開來，能促進血液循環，舒解疲憊的身心! 日期: 全年 時間: 6:00〜7:00 (配合日出時間變動，請前一天至櫃檯詢問) 費用: 免費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15 位) 備註: 請著輕便運動衣褲/雨天中止 
小濱至高點伸展操 サンライズリフレッシュ～小浜島の頂から眺める朝陽～ 

 
站在小濱點的小山丘上，在清晨的空氣包圍下，一邊眺望升起的朝陽，一邊舒展身體，從海平面緩緩上升的太陽光沐浴中，享用香醇咖啡。 日期: 2013 年 5 月 7 日~2013 年 6 月 30 日 時間: 日出前 30~60 分鐘前(約 65 分鐘) 費用: 1,575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6 位) 備註: 請著輕便運動衣褲/雨天中止 取消費:前一天 15:00 起 

Romantic “Gala Welcome” 

 
Gala Welcome 是為了歡迎造訪這座島嶼的旅人們舉行的活動。夜晚時分，在打上唯美燈光的泳池湖畔，啜飲著香檳，與在此相逢的人們，愜意的度過夜晚時光 日期: 全年 時間: 日落後(依季節調整時間) 費用: 免費 預約: 不需 備註: 可至 Deep Blue 泳池畔領取一杯香檳/雨天中止 

 

 

 

 

 

 



Risonaren 小濱島體驗活動: 
浪漫銀河 

 
當太陽從落下之時，提著小燈，在沒有其他光害的海灘上，聽著潮聲，欣賞璀璨的星空 日期: 全年 時間: 落日後~19：30(配合日落時間變動，請前一天至櫃檯詢問) 費用: 免費 預約: 不需 備註: 櫃台免費出借提燈及毛毯/雨天中止 

星空散步  ～夜の人気ツアー～ 星空散步 
 

在無光害的小濱島上，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前往可看見天上全部 21 顆一等星的地點，在一望無際的無光害的星空下，欣賞滿天星斗 日期: 全年 時間: 落日後一小時(活動時間約 45 分鐘) 費用: 小學生以上 1575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15 位,2 人以上成行) 備註: 雨天/陰天中止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黃昏探險隊  南の島の探検隊 夕暮サファリ 

 
在小浜島美麗的夕陽下，和嚮導一起乘坐高爾夫球車，尋找棲息在度假村中的小動物吧! 日期: 全年 時間: 落日前一小時(活動時間約６０分鐘) 費用: 小學生以上 2100 日幣 幼兒 1050 日幣 預約: 當天 16:00 前 (定員:6 位,2 人以上成行) 備註: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原創南島風 T恤  南ぬ島のオリジナル Tシャツを作ろう 
 

挑戰由琉球王朝時代所流傳下來，傳統的沖繩染色技術。 選好喜歡的圖型，染上顏色，創造一件獨創的Ｔ恤吧！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15:00~ (約 120 分鐘) 費用: 3500 日幣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定員:3組 12 人) 備註:  
創作海之鑰匙圈     海のキーホルダー作り 

 
選擇自己喜愛形狀的鑰匙圈，塗上創意色彩， 為小濱之旅留下獨特回憶！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10:00~ (約 30 分鐘) 費用: 525 日幣(一個)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備註: X 



Risonaren 小濱島體驗活動: 
手作風獅爺 手作りシーサー 

 
用樹脂黏土來創作沖繩風獅爺吧! 在柔軟的黏土上朔型，製造出獨屬於你的保護神吧！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13:00~ (約 120 分鐘) 費用: 2100 日幣(一個)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定員:3組 12 人) 備註: X 

獨創貝殼蠟燭 貝殻のジェルキャンドル作り 
 

使用閃亮亮的珠子，在小濱島海灘的珊瑚，選好喜歡的素材， 放入玻璃杯中，作成原創的水晶蠟燭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11:00~ (約 60 分鐘) 費用: 1575 日幣(一個)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定員:3組 12 人) 備註: X 
獨創貝殼相框 サンドアートフォトフレーム 

 
使用各種色彩繽紛的細砂，裝飾上各式貝殼， 作成獨特的相框，在相框中上入小濱的回憶照片吧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11:00~ (約 60 分鐘) 費用: 1575 日幣(一個)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定員:3組 12 人) 備註: X 

自行車環島遊 ～小浜島散策はゆっくり～ レンタサイクル 
 

騎上自行車,從飯店出發,至小濱島內的大岳,細崎等地遊玩,沿著山丘及海邊的道路,感受小濱特有風彩。（騎車環小濱一圈約需 3~4 小時) 日期: 全年 時間: 8:00~18:00 費用: 普通自行車 1050 日幣~(四小時) 電動自行車 1575 日幣~(二小時) 預約: 可當天接受預約  備註: X 
 

 

 

 

 

 

 

 



大海享樂體驗活動: 
登陸!夢幻之島 「幻の島」に上陸。 リゾナーレ小浜島コース 

 
退潮時才會浮現的月牙形小島---夢幻之島非常適合浮潛、游泳，觀察珊瑚礁、熱帶魚。有教練陪同，無論是初學者還是不擅游泳的人皆能安心參加! 日期: 2013 年 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時間: 半日行程 09:00~13:30 / 13:30~17:10  一日行程 09:20~15:50 費用: 半日大人 7000 日幣小人 5000 日幣 一日大人 9000 日幣小人 6000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20 位,2 人以上成行)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船上付浮潛用具及救生衣。 

落日晚霞 大人のサンセットクルーズ 
  

在落日時分，乘船出海北半球最大的珊瑚礁群一覽無遺。夕陽餘暉灑落在海面上，天空和海面染上美麗的橘紅色，讓您忘卻所有煩憂的美麗光景 日期: 2013 年 7 月 1 日〜2013 年 9 月 30 日 時間: 落日 90 分前出發（所要時間・約 2 小時） 費用: 大人 5000 日幣(附香檳) 預約: 當天 12:00 前 (定員:10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等。 
夜間浮潛 前進夜間幻想世界 ナイトシュノーケル 夜の幻想世界へ 

  
在夏天溫暖的海水裡，體驗小濱島夜裡的海洋， 這是白天體驗不到的寂靜世界，浮在水面上欣賞星空及夜光蟲。 日期: 2013 年 7 月 1 日〜2013 年 9 月 30 日 時間: 落日 90 分前出發（所要時間・約３小時） 費用: 10歲以上  8500 日幣 預約: 當天 12:00 前 (定員:20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船上付浮潛用具及救生衣。 

獨木舟半日海上散步 カヌーで半日海上散步 シーカヤックに乗ってきらめく珊瑚礁へ 
  

搭上獨木舟，前往有著世界第二多種類的「石西礁湖」。在途中，可體驗浮潛樂趣，天氣及海況好的話，還可登上無人島，從海上欣賞小濱美景。 日期: 2013 年６月 1 日〜2013 年 10 月 15 日 時間: 8:30~12:15 （所要時間・約３小時） 費用: 大人  8800 日幣 6~11歲 7000 日幣  3~5歲 2300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定員:9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船上付浮潛用具及救生衣。  
夕陽獨木舟 夕暮れカヌー 海の上から眺める夕焼け 

  
在夕陽西下的浪漫時刻，在海上划著獨木舟 讓沈入八重山諸島的夕陽，灑落在身上 日期: 2013 年６月 1 日〜2013 年 10 月 15 日 時間: 17:45左右~19:15左右 （所要時間・約 1.5 小時） 費用: 大人 6300 日幣 6~11歲 5000 日幣  3~5歲 1800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定員:9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船上付浮潛用具及救生衣。  



小濱島海灘享樂趣: 
海濱遊具租借 

  
 

日期: 2013 年 4 月 1 日~10 月 31 日 租借器具： 海上浮床 ビーチマット：525 日幣/一小時 飛盤 フリスビー：315 日幣/一小時 沙灘球 ビーチボール：315 日幣/一小時 玩沙套組 砂遊びセット：525 日幣/一小時 海底放大鏡 箱メガネ：1050 日幣/一小時 游泳圈 浮き輪：525 日幣/一小時 防寒衣 ウェットスーツ：1050 日幣/一小時 浮潛用具 シュノーケル三点セット：1050 日幣/一小時 初級風帆 ウィンドサーフィン(初級)：3150 日幣/二小時 上級風帆 ウィンドサーフィン(上級)：5250 日幣/二小時 手臂泳圈 アームフロート：525 日幣/三小時 嬰兒泳圈 ベビーフロート：525 日幣/三小時 防刮鞋 マリンシューズ：免費 救生衣 ライフジャケット：免費 
浮潛樂趣 クマノミシュノーケル～熱帯魚の楽園をビーチ発着のボートで行く～ 

  
依照當日的海況，前往近海五個熱帶魚樂園體驗浮潛樂趣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2013 年 9 月 30 日 時間: 1. 9:00~11:00, 13:00~15:00 (每日出發) 2. 16:00~18:00 (僅 7/1~9/30 出發) 費用: 大人 5000 日幣 小人 4000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10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等。 

南島珊瑚礁初體驗 南の島の珊瑚デビュー 
  

搭上橡樛船，浮在海面上用海中放大鏡觀賞珊瑚礁 如果運氣好，搞不好還可以遇到傳說中的＂尼莫＂，推薦小朋友活動 日期: 2013 年 4 月 27 日〜2013 年 9 月 30 日 時間: 每日舉行(約一小時從海灘出發) 費用: 大人 3150 日幣  小人 2100 日幣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定員:7 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船上付浮潛用具及救生衣。 
小濱島風帆課程  小浜島 ウィンドサーフィンレッスン 

  
在小濱島特殊的海濱環境下，不論是地形或是風速，都是學習風帆最好的環境。 不只有大人，也同時提供兒童用風帆 日期: 全年 時間: 9:00~17:00 (上午/下午 各一場 60 分) 費用: 60 分課程 5250 日幣  (租借費用另計) 預約: 前一天 18:00 前  取消費:前一天 18:00 起 備註: 自備防曬乳,帽子,太陽眼鏡,泳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