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探索夢號」台灣航程 2020 年 10 月 15 日更新

「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 花蓮
適用出發航次: 2020年10月22日 至 2020年11月27日 (除2晚行程以外)
生活的下一站，從來不會局限於一個目的地。和我們一起，踏上奇妙豐富的亞洲之旅，從陽光海灘上的第一
個腳印，尋覓至別有情調的潮牌店鋪；從舌尖上的美食至探求新奇有趣的當地文化。前往台灣，我們摯誠用
心為您締造難忘旅程，參與我們精心規劃的遊覽團一同領略各地本土人情風味吧!


全程接駁: 爲您精挑細選出代表性的景點，安排舒適的點對點交通銜接。



當地導遊: 所有行程均由經驗豐富的華語導遊帶領。



周到安排: 如果您需要素食或有特定的食物過敏，請在預訂時通知我們的團隊。



貼心保障:為您合理安排遊覽時間，無須擔心回船時限，即使出現意外延誤，我們也將帶您安全返回
船隻。



豐富選擇:請參閱以下行程特色，備註及活動級別的說明，挑選最適合您的遊覽團，與親朋好友探索
目的地。
行程特色

備註

用餐安排 (午餐)

景點觀光

具年齡限制

探索體驗

歷史名勝

賓客需簽署免責聲明

購物與休閒

古今文化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乘坐輪椅的賓客

家庭樂(行程適合所有年齡的賓客參加)

賓客需乘坐接駁船往返郵輪及岸上參加遊覽

體能活動强度
 中等

 較強

 劇烈

行程具相當運動量，如涉及在高
低不平的地面上行走、上下坡樓
梯，建議穿著舒適防滑的鞋子。

行程運動量較大，賓客需具備一定
體能。請考量自身身體狀況並
酌情參加。

劇烈行程運動量，需要長時間段
的高度體力支出。活動或許需要
相關技能，如水肺潛水、
風帆等。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
充沛的賓客。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充沛
的賓客，如有相關活動經驗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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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花蓮古稱奇萊，又因花蓮溪東注於海，其水與海濤激流迂迴澎湃，而稱為洄瀾，後人諧其音稱為花蓮。東臨
浩瀚太平洋，西倚雄偉的中央山脈，以巍峨的高山、蔚藍的天空、浩瀚的海洋、景色秀麗的縱谷、多樣性的
人文風貌聞名世界，依山傍海的地理環境孕育出世界級景點，其中七星潭、太魯閣國家公園都令人不禁醉心
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山闊水的景致，樸實善美的人文，快來享受極致花蓮魅力!

花蓮精華遊 (EDHUA01W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新台幣 1,380 /成人
新台幣 1,36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 小時

30 人

-

 【貨櫃屋星巴克】亞洲的第一間貨櫃屋星巴克，由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
整個建築外觀是由曾駐足過紐約、巴爾的摩、馬賽、巴塞隆納等世界各大
城市碼頭的 29 個貨櫃不規則疊起的，搭配背後新天堂樂園的繽紛磁磚壁
畫，唯美兼設計感十足!

吉安慶修院

 【吉安慶修院】現今台灣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為日治時期川端滿二為
了撫慰移民而建設的佈道所，清淨口舌與身心的手水舍、古意質樸的佛
堂、莊嚴肅穆的八十八尊石佛以及充滿禪意的枯山水，讓人不禁沉浸在寧
靜安詳的氛圍中。
 【阿美麻糬】在這裏您可以試吃並購買花東名產糕點!店家承襲阿美族杜
侖的製作技藝，將原住民傳統美食加以改良量，更是花東第一家使用小米
材料製作糕點，美味的產品深受遊客喜愛。
 【鯉魚潭】鯉魚潭位於壽豐鄉池南村鯉魚山腳下，因東傍鯉魚山而被命名
為鯉魚潭。鯉魚潭上有著各種親水設施，您可以踩踏天鵝船遊潭(自費)，
或者到碼頭對面的鯉魚潭美食商圈走走，品嘗當地特色小吃芋頭、地瓜
酥、蝦餅等，享受鯉魚潭獨有的美味！

鯉魚潭

 【立川漁場】夏天到花蓮就一定要來立川漁場走一回，漁場利用天然清澈
的湧泉來養殖黃金蜆及多種水產，整個園區景色優美，結合生態介紹和休
閒體驗，是遊花蓮不能錯過的熱門景點! (賓客可現場自費下水體驗摸
蜆， 新台幣 120/每位。)
 【山姆叔叔咖啡館】 Mr. Sam 山姆先生咖啡館是目前壽豐鄉的指標型建
物，以台版魔戒精靈村的美名吸引眾多粉絲慕名而來。除了有獨特風格的
森林童話小屋，一旁也有美麗的落羽松秘境，讓人彷彿置身在夢幻國度
裡!

山姆叔叔咖啡館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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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半日遊 (EDHUA03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新台幣

950 /成人
93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5.5 小時

30 人

-

 【七星潭風景區】呈弧形的蔚藍海灣可遠眺清水斷崖，加上簡單的賞景步
道、海邊亭台、觀日月樓、賞星廣場等設施，讓您能盡情徜徉於碧海藍天
之中。
 【松園別館】約建於民國 32 年，曾為花蓮港『兵事部』的辦公室，日軍
在花蓮重要的軍事指揮中心。別館俯瞰美崙溪入海處、花蓮港及太平洋海
景，歷史建物與自然生態交織融合成美麗景致!
七星潭

 【貨櫃屋星巴克】亞洲的第一間貨櫃屋星巴克，由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
整個建築外觀是由曾駐足過紐約、巴爾的摩、馬賽、巴塞隆納等世界各大
城市碼頭的 29 個貨櫃不規則疊起的，搭配背後新天堂樂園的繽紛磁磚壁
畫，唯美兼設計感十足!
 【花蓮市區金三角商圈(逗留時間約 1 小時)】商圈中各式商家林立，有著
各式各樣的流行服飾、商品，同時也聚集了許多花蓮知名的小吃店及特產
店，您可以買伴手禮送給親朋好友，盡情享受美食(午餐自費)及購物時
光!

松園別館

 【阿美麻糬】在這裏您可以試吃並購買花東名產糕點!店家承襲阿美族杜
侖的製作技藝，將原住民傳統美食加以改良量，更是花東第一家使用小米
材料製作糕點，美味的產品深受遊客喜愛。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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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必遊‧花蓮太魯閣峽谷之旅 (EDHUA04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 小時

30 人, 最多 40 人

新台幣 1,250 /成人
新台幣 1,230 /小童
備註

 【太魯閣國家公園 (逗留時間約 1.5-2 小時)】以雄偉壯麗、幾近垂直的
大理岩峽谷景觀聞名。沿著立霧溪的峽谷風景線而行，觸目所及皆是壁立
千仞的峭壁、斷崖、峽谷、連綿曲折的山洞隧道、大理岩層和溪流等動人
心魄的風光。其中的「太魯閣幽峽」更是台灣八景之一。遊覽當中熱門景
點:長春祠及最新開放的山月吊橋!
o

長春祠:矗立在立霧溪谷峭崖邊階的長春祠，為紀念開闢中橫
公路殉職人員所建，祠旁湧泉長年流水成散瀑，公路局取名為
「長春飛瀑」，成為中橫公路具特殊意義的地標。

o

山月吊橋:第四代的「山月吊橋」，會有無障礙景觀步道，讓
遊客飽覽鬼斧神工的峽谷美景。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建立
於日治時期的「山月吊橋」，曾是太魯閣峽谷中最長的鐵線
橋，卻因為昔日開路炸山導致基礎損毀而拆除。而為了分流遊
客至布洛灣遊憩區，再次設計重建第四代吊橋。橋長 196 公
尺，橋面寬 2.5 公尺，距離溪谷約 152 公尺，成為是太魯閣國
家公園跨距最長、距離溪谷落差最大的吊橋。

太魯閣國家公園．山月吊橋

新城天主教堂

 【佳興冰果店(逗留時間約 1 小時)】花蓮在地 60 年老店，木造建築具復
古風情，其中佳興檸檬汁是招牌的產品，盡情享受美食(午餐自費)!
 【新城天主教堂】據說原為日本莊嚴的神社，後來改為天主教堂充滿歷史
歲月的教堂，外觀好似一座森林樹屋也有台版諾亞方舟的美譽，唯美兼設
計感十足的外表吸引旅人來訪美拍!
 【地耕味-玩味蕃樂園】以花蓮十三鄉鎮地奉、菓食、洄潮、牧瀾為主題
的趣味樂園匯集在地的人文精萃，建構了花蓮名產傳奇故事的軌跡，讓來
到此地的民眾，除了飽覽花蓮的好山好景、嚐遍各式小吃之外，更能透過
文化的解說與體驗，得以貼近台灣東部這既淳樸又帶點熱情的美麗市鎮!

地耕味-玩味蕃樂園
溫馨提示:
-

由碼頭前往山月吊橋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由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太魯閣國家公園地區將實施交通管制，此行程不適用於 2020 年 10 月 22 日出發航次。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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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原住民濕地一日遊 (EDHUA05W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5 小時

30 人

新台幣 1,650 /成人
新台幣 1,630 /小童
備註

 【馬太鞍欣綠農園(逗留時間約 3.5 小時)】生態環境豐富的馬太鞍溼地，
同時也是光復馬太鞍部落阿美族人的傳統生活區域，過去這裡長滿樹豆，
而樹豆的阿美族語為 Vataan，也就是馬太鞍地名的由來。!透過園區內的
導覽解說，除了更能認識生態外，還能體驗阿美族文化，以及世界獨一無
二的傳統捕魚方式 – 巴拉告。
o

馬太鞍部落: 濕地生態文化導覽及巴拉告捕魚體驗:透過園區
內的導覽解說，除了更能認識生態外，還能體驗阿美族文化，
以及世界獨一無二的傳統捕魚方式 – 巴拉告。巴拉告
(Palakaw) 是利用筆筒樹的樹幹、中空大竹子、九芎枝幹等天
然材料，製作出一個三層的結構物，放入蜿蜒穿梭於馬太鞍溼
地的芙登溪，讓魚蝦可以棲息在裡面繁殖。經過一段時間後，
將九芎枝幹提出水面，即可將樹枝間的小蝦抖入三角魚網中；
而底層的大竹筒內可以輕鬆捕獲魚類，以永續生態為概念。

o

原住民風味特餐的餐廳提供石頭火鍋等傳統餐飲

o

體驗阿美族傳統的「搗麻糬」

巴拉告捕魚體驗

石頭火鍋

 【阿美麻糬】在這裏您可以試吃並購買花東名產糕點!店家承襲阿美族杜
侖的製作技藝，將原住民傳統美食加以改良量，更是花東第一家使用小米
材料製作糕點，美味的產品深受遊客喜愛。

溫馨提示: 由碼頭前往馬太鞍欣綠農園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5/6

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1. 岸上遊覽團以新台幣計費。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小童優惠價適用於 11 週歲以下之小童，2 週歲以下嬰兒免費。
部分岸上遊覽線路可能需要步行較長路程，消耗較多體力，請旅客在參加該類岸上遊覽團量力而為。
部分岸上遊覽線路設有最低人數標準，船方保留因成團人數不足而取消該團的權利。
所有岸上遊覽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報名，並設有最高接待限額；本公司建議閣下儘早報名，以免因滿額
帶來不便。
岸上遊覽票一經售出，恕不予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請旅客妥善看護私人物品。
旅客在碼頭內外或參加岸上遊覽期間，請注意安全，避免意外事故。
旅客在遊覽時請注意食品衛生，請不要在髒亂的環境下飲食。
岸上遊覽團是由當地旅行社安排，星夢郵輪只為該旅行社代售岸上遊覽團的套票。星夢郵輪（包括其工作人
員、職員及分支機搆）將不會為該旅行社之行為、疏忽、缺失或遺漏及／或旅客因岸上遊覽團而引至之損失
或傷害承擔任何責任。
旅行社有權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天氣情況及／或旅客之安全、舒適或享受需要而更改行程（包括但不限於遊
覽地點、交通、住宿及餐飲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星夢郵輪及旅行社均不需就上述變
更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延誤、不便、失望或費用等承擔任何責任。
星夢郵輪（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搆）及旅行社均不需就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傷害、
索償、費用及支出而承擔任何責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或戰爭威脅、動亂、災難、天災（包括
但不限於惡劣天氣情況、風暴、海嘯、地震及／或颱風）、恐怖活動、火災、交通工具技術故障、港口關閉、
罷工及其他工業行動、政府部門之行動或決定及其他不受星夢郵輪及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旅客參加岸上遊覽或取消岸上遊覽： 遲到的旅客; 安全因素; 港口當地海關或
移民局要求; 及超越旅行社管轄範圍之內的因素。
宣傳刊物所列資訊在送印時皆為正確，星夢郵輪保留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如有任何
爭議，星夢郵輪保留最終決定權。
除了星夢郵輪船上之岸上遊覽櫃檯安排的相關交通服務以外，星夢郵輪將不對其他自由行旅客在所停靠港口
的交通服務負責，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交通服務不在星夢郵輪的可控範圍內。
行程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參照船上岸上遊覽團資料為准。

17. 如欲岸上遊覽則必須自備輪椅，建議使用輪椅的乘客要有親友同行，而且同行者必須有能力在岸上和船上協
助該名乘客上/下船。有些港口需用接駁船方可登岸，請使用輪椅之乘客考量安全因素後選訂岸上遊覽行程。
星夢郵輪將不會為旅客因使用輪椅於岸上遊覽行程中或引起之不便、不適等承擔任何責任。如旅客有特別的
旅遊行程需求，歡迎提前向星夢郵輪客服人員查詢定制旅遊行程。
注意事項:
平安保險保障
年齡
6 個月或以上

旅程期間因發生意外而須支付的醫療費用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緊急醫護疏散費用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免賠額為美元 50 - 每一單)
(免賠額為美元 50 - 每一單)
1) 此平安保險由美亞保險承保, 所有條款細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美亞保險所發之保單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
止所有保障而不向外宣佈。
2) 平安保險用途並非取代旅遊保險，本公司強烈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保險，以獲得更全面的旅遊保障。
3) 乘客需留意，任何有關疾病或傷亡之索賠申請均必須於事件發生之日起計三十（30）天內正式提交到我們的客戶服
務中心。如乘客未能於上述日期內提交申請，本公司有權將該逾期申請定為無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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