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探索夢號」台灣航程 2020 年 10 月 5 日更新

「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高雄
適用出發航次: 2020年10月25日 至 202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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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台灣高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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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最適合您的遊覽團，與親朋好友探索目的地。通過以下行程特色，備註及活動級別，
的說明請參閱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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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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World Dream
有「港都」之稱的高雄，集大都會時尚風格與浪漫港灣風情於一身，有充滿藝術氣息的駁二藝術特區、百年歷史
的舊鐵橋天空步道，莊嚴威重的佛陀紀念館、擁有豐富歷史人文古蹟史的旗山及「惡地」地形的月世界，一起來
漫步旗山老街、佛陀紀念館等，將美食、古蹟與美景一網打盡！

月世界秘境之旅 (EDKHH01W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1,350 /成人
新台幣 1,30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8 小時

30 人

-

 【月世界地景公園】公園位於台南與高雄交界附近的田寮區，因是不毛之
地，有著淒涼荒漠之美，像月球之景象而名聞遐邇。月世界地居山谷內，
特殊景觀在地理學稱為「惡地」，經年累月由雨、河水侵蝕，將泥沙堆積
在泥岩上，泥沙與泥岩混合經由風化形成。除了月世界景觀，還有大小不
等的二十多個泥火山，古亭坑層泥岩構成的惡地景觀，充滿淒涼荒漠之
美，宛如未經人工鑿斧的地質生態教室，一起來漫步「月球」欣賞世界奇
觀!
月世界地景公園

 【土雞美食】月世界奇景之旅另一個不可錯過的重點是土雞料理。土雞肉
質 Q 彈飽滿，香甜滋味充滿鄉村風味!
 【珍芳烏魚子見學工廠(含導覽)】 擁有五十年專業經驗的烏魚子工廠，經
營者為了讓更多民眾了解珍芳烏魚子，創立「珍芳烏魚子見學工廠」，結
合食品與文創觀光，讓人「看的到、聽的到、摸的到、吃的到、聞的到烏
魚子」，在休閒旅遊體驗時兼具食、遊、玩和學。帶您走進烏魚的時光隧
道，一同來探索烏金歷史，了解高雄獨特的烏魚子文化產業。

土雞美食

 DIY 火烤烏魚子: 用 58 度新鮮高粱酒提味，燒烤新鮮烏魚子，淡淡
酒香又不帶酒氣，鮮甜酒香佐海港專屬鹹味，來品嚐第一手港口鮮
味吧!
 【駁二藝術特區】由陳舊倉庫注入文藝及創意，精采變身成為有特色的藝
文空間。隨處都發現令人驚喜的藝術作品，是拍照的絕佳場景。駁二藝術
特區不僅為舊倉庫開創新生命，也讓民眾更能親近藝術，走在這裡您可以
感受城市裡的優閒之美!

珍芳烏魚子見學工廠 - 烏魚子
溫馨提示:
-

由碼頭前往月世界地景公園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建議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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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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世界秘境與舊鐵橋天空步道之旅 (EDKHH02WM)

華語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新台幣 1,250 /成人
新台幣 1,20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8 小時

30 人

-

 【月世界地景公園】公園位於台南與高雄交界附近的田寮區，因是不毛之
地，有著淒涼荒漠之美，像月球之景象而名聞遐邇。月世界地居山谷內，
特殊景觀在地理學稱為「惡地」，經年累月由雨、河水侵蝕，將泥沙堆積
在泥岩上，泥沙與泥岩混合經由風化形成。除了月世界景觀，還有大小不
等的二十多個泥火山，古亭坑層泥岩構成的惡地景觀，充滿淒涼荒漠之
美，宛如未經人工鑿斧的地質生態教室，一起來漫步「月球」欣賞世界奇
觀!
月世界地景公園

 【土雞美食】月世界奇景之旅另一個不可錯過的重點是土雞料理。土雞肉
質 Q 彈飽滿，香甜滋味充滿鄉村風味!
 【百年台灣鳳梨工場】全台僅存的日據時期鳳梨罐頭工場，整修後轉型成
觀光工場。工場不僅有著文化保留含意，更是以全新的身份述說著台灣鳳
梨罐頭黃金年代的故事。大樹地區因為地理位置與氣候條件，很適合鳳梨
生長，成為鳳梨主要產區。鳳梨產業展示館詳細展示了臺灣鳳梨產業發
展，這裏還有全台最完整鳳梨罐頭標籤收藏!

土雞美食

百年台灣鳳梨工場

 【舊鐵橋天空步道】 高屏舊鐵橋原被稱為下淡水溪鐵橋單軌鐵道，由日
本工程師在 1913 年建成，至今已有百多年歷史。橋台以混凝土、清水磚
及花崗石製造，橋墩則為沉箱基礎，以紅磚及花崗石砌造。鐵道曾是亞洲
最長的鐵橋， 2014 年市政府為鐵道進行活化修復，將部分鐵道打造成長
307 米、寬 8 米的舊鐵橋天空步道，在鐵道的空隙加裝鋼版，並搭建觀景
平台供遊人休憩，可眺望高屏溪畔綠意盎然的濕地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現時舊鐵橋是台灣目前唯一被納入為二級古迹火車鐵橋，成為遊人打卡必
遊的天空步道!
 【三和瓦窯】設立於 1913 年的三合瓦窯場，為南台灣知名的窯廠，窯場
走過一整個世紀的歲月，見證了產業的風華與衰退。窯廠主要建材為使用
窯廠自行燒製的土角磚、紅磚、屋瓦，其中還保有著三座少見的龜仔窯，
有如趴在地上的大烏龜，為大樹地區碩果僅存的瓦窯廠，無論歷史與特色
上都別具意義，目前被定為三級古蹟，以及為高雄市歷史建築與臺灣歷史
建築百景之一。

舊鐵橋天空步道
溫馨提示:
-

由碼頭前往月世界地景公園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建議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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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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龜人文美景與佛陀紀念館之旅 (EDKHH03W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1,200 /成人
新台幣 1,15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8 小時

30 人

-

 【六龜池田屋】及【洪稛源商號】古厝位於六龜老街上，池田屋早期是旅
館、酒家，後來轉充當六龜車站超過半世紀，歷經 2 年整修恢復原貌，展
示了人文新風貌! 百年古厝修複的商號重現昔日原住民、閩南、客家等先
民「物品交易站」的故事，由職人帶路展開懷舊采風之行，見證先民的生
活軌跡!

六龜池田屋

 【新威森林公園】位於六龜區新威里與新寮里交會處荖濃溪西岸台地上，
海拔 200 公尺，可眺望中央山脈及荖濃溪的山水美景。【桃花心木道】園
區內有一條長約 2 公里之桃花心木大道，周邊綠樹成蔭，冬末春初，鋪滿
小徑的落葉，景色顯得詩情畫意，成排的林木所延伸而成的天然長廊，是
相當熱門的人氣景點。
 【客家八音美食創意館 - 客家創意料理】取用客家美濃當地農民所種植的
最天然、有機、養生之食材為料理元素，精心調理鑽研出獨特口味，堅持
低油、低鹽、不用味精以健康為取向的客家料理，延續傳統精髓並融合創
新、設計而成。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

新威森林公園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美濃紙傘業曾有過一段輝煌歲月，全盛時期當地共
有二十幾家紙傘廠，與菸葉、稻米同為美濃地區重要經濟收入，如今紙傘
雖然不再是日常遮陽避雨的工具，但其藝術價值與裝飾性卻值得珍惜。
「原鄉緣紙傘文化村」便是為了原鄉的傳承與文化，以油紙傘為幅奏，融
合陶藝、文物、民俗、美食五大主軸，將美濃風情發揚光大。在此除可購
買各式美麗的客家產品、瑰麗紙傘，更可一嚐道地的客家美食，尋訪客家
風情、體驗文物之美，原鄉緣紙傘文化村將不虛此行!
 【佛陀紀念館】紀念館擁有「前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有靈山，北有祇
園」的宏偉格局，其內的佛光大佛為世界最高銅構坐佛，另成佛大道上有
八塔、天宮為中國式七層寶塔，本館上方為印度大塔，其建築特色融合了
中、印的風格，莊嚴威重。

佛陀紀念館
溫馨提示:
-

由碼頭前往六龜車程約 1.5 小時(單程); 佛陀紀念館至碼頭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此行程不適用於 11 月 15 日出發航次。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建議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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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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蕉囊．旗山與眷村文化之旅 (EDKHH04NM)

World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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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8 小時

30 人

-

 【旗山地景橋】地景橋橫跨楠梓仙溪，由日治時期糖廠運送甘蔗的五分車
軌道改建而成，全長 536 公尺，是遊人停駐遠眺山巒及河川美景的好地
點!

旗山老街

 【旗山武德殿】建於 1934 年，是日治時期專門為軍警人員習武練身的道
館。武德殿融合日式風格與中國唐代宮殿寺院形制建築，外觀黑瓦斗拱，
不施彩繪，盡顯莊嚴清雅之風格。【聖若瑟天主堂 (外觀)】以洗石子的
灰色調呈現出簡練和優雅，主立面正上方為耶穌像，兩側各立有一座對稱
的高塔，搭配圓拱長窗及玫瑰花窗浮雕，用繁複多變的三角牆、圓拱弧線
交錯，呈現出精緻的工藝之美!
 【旗山孔子廟】全台面積最大的孔廟，山門設有五開牌坊，莊嚴又開闊，
建築遵循宋代建築樣式而建，黃色琉璃瓦、朱紅的樑柱與白玉欄柵，富麗
宏偉。茂林修竹視野高遠，遍覽公園的美麗山水與風光明媚秀麗的旗山平
原盡收眼底!

森林中的圖書館-屏東總圖

 【旗山老街】漫步在歷史與人文氣息匯集的百年山城老街，巴洛克立面裝
飾的紅磚建築與砂岩堆砌的石拱亭仔腳，無不散發優雅古典的氣息。旗山
曾是香蕉及蔗糖的集散地，拜訪古色古香的老街商圈，除了可以深入了解
歷史文化及老建築物的風貌，此地著名的各式傳統小吃及在地特色的點
心、小食也都讓遊客回味無窮。獨一無二的美食與建築，是旗山老街商圈
特殊的魅力所在。
 【森林中的圖書館 - 屏東總圖】佔地超過 5 公頃的屏東縣立圖書館全新改
建，一樓的玻璃落地窗設計能飽覽室外的大片樹林與南台灣的熱情陽光，
二樓擁有豐富館藏圖書、三樓的純白階梯，拍下難忘的閱讀風景；這裏會
讓您忍不住停下腳步、放慢心境，沈靜在這美好氛圍中。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勝利星村」計有 69 棟歷史建築，是台灣少
見街廓保存良好的眷村及日式宿舍群，活化後有多間餐飲、獨立書店、視
覺藝術、時尚設計、音樂及表演藝術等文創產業進駐，來感受新式眷村文
化吧!

溫馨提示:
-

由碼頭前往旗山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建議帶備防蚊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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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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World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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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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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