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 政 概 要

持 實 現 不 棄 任 何 人 於 不 顧 的 社 會 ，
以 實 際 行 動 推 動 沖 繩 永 續 發 展

目前全世界都在推動永續發展目標「SDGs」，而沖繩縣也正積極

實踐「沖繩特有的SDGs」。好讓每個縣民都能過著以身為沖繩人

而自豪的生活，打造出一個心靈富足的島嶼。

沖 繩 縣 所 要 實 現 的 五大 未 來 藍 圖：

1.珍惜具有沖繩特色的自然與歷史、傳統、文化的島嶼

2.讓人心靈富足且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島嶼

3.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豐饒島嶼

4.對外開放與全世界交流且共生的島嶼

5.發揮多元能力並開創未來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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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具有沖繩特色的自然、歷史、傳統與文化的島嶼　　　

自然環境的保護、再生及傳承

守護並善用自然
珍惜守護豐富的大自然，實現人類行動與自然和諧相融的社會 �
沖繩不只擁有大量珊瑚礁分布的美麗海洋，也受惠於豐沛自然環境，存在諸多沖繩特有種和瀕危種生物棲息的亞熱
帶森林等。這些不僅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資源，也是實現沖繩永續發展的強大助力。沖繩縣不僅致力於環境保護，同
時也正加速引進資源循環、可再生能源等綠色能源。

《沖繩縣指定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
希在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當中，指
定需特別保護的物種，加以保護。

《防止紅土流失》
於農地周邊設置植被帶，防止紅土流失。

《綠化活動》
行政部門與縣民合作推動綠化活動。

美麗的珊瑚礁

多種多樣動植物棲息、生長的山原國家公園

巨圓澤蟹 琉球高腰蝸牛 西表蘭

西表島上的Nara瀑布

為實現循環型社會

遇颱風時結構體可傾倒的可傾式風力發電　照片提供：沖繩電力株式會社

淨化汙水的那霸淨水廠

撿拾海漂垃圾的淨灘活動

產業廢棄物管理型
最終處理場
安和環保公園

利用天然能源的太陽光電設備備

第43屆全國育樹祭

綠帶（植被帶）植栽的樣貌

志工栽種苗木的植樹作業

友善環境的能源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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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開創文化產業

傳承、發展傳統文化　　　

培育傳統文化進而創新
傳承沖繩文化給下一個世代，更進一步發展傳統文化 �
兼具地理特性與歷史演變已臻成熟的沖繩特有傳統文化，受到生活型態轉變以及價值觀的多樣化等影響，近年來正
面臨傳統文化難以傳承的困境。因此，沖繩縣正致力於增加縣民接觸文化和藝術的機會，同時推動在振興產業方面
充分運用文化資源的措施。

於沖繩縣舉辦的國際空手道大賽

加入巧思而有著現代風格的陶瓷器皿「Yachimun」

運用沖繩傳統染色技術「紅型」製成的雜貨
手工藝品 
琉球玻璃

傳統藝術表演、EISA舞
學習沖繩縣內各地方言「Shimakutuba」並
公開發表的小朋友

宇流麻市的國、高中生表演現代版沖繩傳統歌
舞劇《勝連城阿麻和利王》　©︎阿麻和利浪漫會

利用沖繩老屋開設的餐廳和美容沙龍

氣氛沉穩的室內

使用在地食材的沖繩藥膳餐點

珍惜具有沖繩特色的自然、歷史、傳統與文化的島嶼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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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具有沖繩特色的風景

融合周邊景觀的公共空間

相傳神明居住的濱川御嶽　©︎OCVB

從首里城向外延伸，具沖繩風情的金城町石板路

推估樹齡有300年的屏風榕樹

設計靈感源自市鳥灰面鷲的宮古機場航廈

造型表現沖繩古城意象的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

以天空和海洋為靈感所設計的沖繩會議中心
位居可俯瞰蔚藍海面高台的波之宮

用腳燈照亮白砂之道的渡名喜島

以傲人的海水透明度自豪的石垣島川平灣從斷崖絕壁遍覽絕景海域的茅打斷崖

萬座毛的琉球石灰岩絕壁

保留沖繩原始景觀的竹富島聚落

珍惜具有沖繩特色的自然、歷史、傳統與文化的島嶼

散發沖繩特色的城市規劃
沖繩縣的有效資源，善用在地風土，呈現沖繩獨特之美的景觀 �
沖繩的景觀特色可分為孕育了豐富的自然環境和獨特歷史的「自然／歷史」，以紅瓦民房村莊為代表的「地區特性」，
有傳統慶典和生活風景的「人與生活」，以及大型的開發建設、道路和海岸所屬的「公共空間等」。
為了保護經過長年努力創造的多樣化景觀和風景，並將其傳承給下一代，沖繩縣正推動價值創造型的城鄉發展，以
充分發揮每個地區的特性。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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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心靈富足且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島嶼

推動健康且長壽的沖繩 擁有充實的醫療機制

育兒支援措施

增進縣民健康與社會福利
讓每個人都能安心生活的保健和醫療、社會福利措施 �
為使身為下一個世代棟梁的孩子能健康出生、成長、享有妥適的服務和支援，沖繩縣將充實保健、醫療與社會福利的
提供機制。除此之外，也將採行由每位縣民自主積極投入日常保健的措施，同時協助高齡者與身心障礙人士參與社
會，並推動營造支持社會共融的環境。

在大自然中放鬆的「城堡瑜珈

縣民積極活動身體，維持健康

用心預防蛀牙 提供支援讓高齡者享有活力充沛的生活

從幼兒時期即養成洗手的習慣

在離島、偏鄉充分發揮作用的急診醫療直升機

因應多樣化的托育需求

托兒所參觀行程的情景 擴充屬於孩童的場所

離島醫療服務

培養支援地區醫療的護士（琉球新報社提供）

男性分擔育兒責任

女性人才培育講座「TIRURU班」

形成共助與共生型的社會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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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訓練區

奧間美軍休閒中心八重岳通訊站 

伊江島美軍輔助機場

天願碼頭

漢森營

嘉手納彈藥庫地區

沖繩縣讀谷村
美國陸軍基地

陸軍儲油設施

邊野古彈藥庫

施瓦布營

金武藍灘訓練區

金武紅灘訓練區

考特尼營

麥克特勒斯營

沖繩市西北部美軍基地

白灘地區地区

浮原島訓練區
（地位協定2-4b）泡瀨通訊站

普天間美軍軍用機場

沖大東島
射擊場

出砂島射擊場久米島
射擊場

鳥島射擊場

赤尾嶼射擊場黃尾嶼
射擊場

嘉手納美軍空軍基地

桑江營

瑞慶覽營

那霸港灣設施

牧港補給區

那霸美軍
軍用機場

（地位協定2-4b）

津堅島訓練區

國頭村

大宜味村

東村

今歸仁村
本部町

名護市

恩納村

宜野座村

金武町

讀谷村

嘉手納町 Uruma市
沖繩市

北中城村

中城村
浦添市

西原町
那霸市

與那原町
南風原町

豐見城市 南城市

八重瀨町
糸滿市

宜野灣市

北谷町

沖繩縣基地對策課（2021年2月當時資料）駐日美軍專用設施面積之內約有70.3%集中於沖繩

駐日美軍使用設施、區域配置圖

因應美軍基地衍生的各項問題

設置防盜監視器 維安巡邏

那霸市海嘯避難大樓

飲酒運転根絶運動（沖繩時報社提供）

交通安全教室

改善噪音與環境汙染

位於住宅區的普天間美軍軍用機場。民眾要求其具備安全性

打造安心、安全的在地環境

加強危機管理體制

為使縣民安心生活
打造應變任何危機的安全、安心島嶼 �
沖繩縣的目標是落實由縣民與行政部門共同合作維護在地安全，實現守護縣民的生命與財產，不受大規模天然災
害、傳染病、環境汙染、事件與事故等任何危機侵擾的「安心安心之島沖繩」。除此之外，沖繩縣正要求中央政府、美國
政府雙方提出對策，解決美軍基地衍生的各項問題。

推動學習地區安全 防恐應變訓練

預先設想災害的防災訓練 使用消防直升機進行訓練

讓人心靈富足且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島嶼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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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並強化生活基礎，打造宜居城市
努力提升生活便利性 �
沖繩縣考慮到沖繩身為島嶼縣的特性，以充實及強化住宅、自來水管線與家用廢水排放管線、道路、能源供應機制完
備的生活基礎為目標。除此之外，為使兒童、老人以及身心障礙人士也能安全、安心生活，沖繩縣也正推動提升交通
便利性與無障礙化等友善縣民的城市建設。

整建生活基礎

整建縣營住宅

全新整建的沖繩西海岸道路

身為防災街區的機能已獲提升的那霸農連地區

整建公立學校的設施

計畫性更新供水與排水管線並
推動管線耐震化

北谷淨水管理辦公室海水淡化中心

古宇利大橋連結屋我地島和古宇利島

安心與舒適的城市建設

於2019年10月延伸通車的日子浦西車站。鄰近設有大型停車場，促進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低底盤巴士

那霸市新門戶「那霸巴士轉運站」巴士專用道

讓人心靈富足且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島嶼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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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受世人青睞的觀光地
打造具吸引力的觀光地並強化觀光品牌力 �
沖繩縣的目標是善用沖繩的軟實力，打造受世人青睞的永續發展觀光地，作為帶動沖繩經濟發展的產業火車頭。沖
繩縣將以打造安全安心又舒適的觀光地為主軸，充實容納觀光人潮的環境，推動運動觀光行程、提升銜接機場、車站
至觀光地之間的交通便利性、振興策略性的會展產業（MICE）等措施，強化沖繩縣的觀光品牌力，為前來沖繩的人提
供高品質的沖繩觀光

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豐饒島嶼

推動觀光城市規劃

強化觀光品牌力

振興會展產業（MICE）

可停泊大型郵輪的那霸港若狹泊位

那霸機場國內線暨國際線航廈

日本國內規模最大的街邊型免稅店
T Gallery沖繩 by DFS

可盡享沖繩風光的度假飯店　照片由左至右／虹夕諾雅沖繩、虹夕諾雅竹富島

在沖繩體驗空手道的核心精神

海上獨木舟

騎馬 SUP瑜珈　©︎OCVB

©︎OCVB

在沙灘和世界遺產舉辦的度假勝地婚禮

氣氛穩重的會議室

會議展覽設施、沖繩會議中心

觀光客體驗傳統工藝

善用沖繩溫暖氣候享受高爾夫球和參加馬拉松

能發現沖繩魅力的自行車漫遊　©︎OCVB

會展（MICE）會場之一的萬國津梁館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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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交流、發展的據點
透過人與物，成為連結亞洲與日本的橋梁 �
沖繩縣將運用科技作為沖繩這個日本國內絕佳度假勝地的支柱，與資訊通訊產業、觀光業、農業、醫療和製造業等其
他產業合作，促進「沖繩模式的數位轉型（DX：Digital Transformation）」。除此之外，沖繩縣的目標是作為具國際競
爭力的物流據點，建構不僅為沖繩縣內，還能為日本和亞洲的經濟、產業成長作出貢獻的臨空、臨港城市。

成為國際物流據點

建立支持自立經濟的基礎

串連人、物與資訊

以海外買家為對象的日本最大等級商談會「沖繩大交易會」

國內外的 IT 企業與縣內外所有產業的商業媒合會場 ResorTech Okinawa 沖繩國際 IT 貿易展覽會

從沖繩連結全世界的新國際物流據點「那霸港綜合物流中心」

建構中的產業支援港灣「中城港灣（新港地區）」 已整建作為國際物流據點的那霸港

正進行臨空據點建構作業的那霸機場　照片提供：那霸機場 BUILDING 股份有限公司 那霸機場 第2跑道　照片提供：內閣府　沖繩綜合事務局

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豐饒島嶼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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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開創創新
振興成為下一個世代支柱的永續發展產業 �
沖繩縣不僅要實現產官學緊密合作，轉型為充分運用科學技術而創造全新附加價值的創新型經濟，同時也以開創並
振興身為下一個世代支柱的永續發展產業為目標。除此之外，沖繩縣正提供符合研究開發、事業化等各階段需求的
有效支援，逐步促進產業進階化並推動用於解決社會課題的措施。

培育肩負技術的人才

建構研究開發的基礎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

与地区合作的琉球大学

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OIST）

透過產官學合作帶動製造的沖繩製造技術展

培養航空技術人員的沖繩工業高等專門學校

沖繩健康生物科技研究開發中心

沖繩生命科學 
研究中心

全球最高水準的研究機關

充滿希望與活力的豐饒島嶼 具沖繩特色的SDGs所要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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