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澎湖
馬公精華巡禮 (EDMZG00TP)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價值新台幣 700 /每位

行程時間*

備註

約 4 小時

 【馬公市區巡禮(逗留時間約 1.5 小時)】馬公的故事從【天后宮】開
始，【施公祠】、【萬軍井】及【四眼井】娓娓道出澎湖發展逾四百年
的歷史，澎湖人生活故事的搖籃。時代變遷，走在老街中彷彿沿著歷史
軌跡在探險似的，每個拐彎都是一個驚奇風景!
 【黑糖糕觀光工廠】黑糖糕是澎湖著名的土特產，您除了可以買到當日
現做的黑糖糕外，也能看到黑糖糕的製作流程，聞到剛出爐的香味!
馬公市區巡禮

 【Pier 3 三號港(逗留時間約 2 小時)】 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除了匯集
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氛及潮流品牌，這裏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
101 體驗館、星探索極限運動場等休閒娛樂設施，讓您吃喝玩購一次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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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 3 三號港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70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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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金門
金門精品遊 (EDKIN00TP)

華語導遊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價值新台幣 700 /每位

行程時間*

備註

約 4.5 小時

 【水頭部落】水頭村已有 700 多年的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
聚落，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
同時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因此贏得
「有水頭富，無水頭厝」美譽。其中的【得月樓】曾是台灣歷史建築百
景之一，由匠師陳南安設計，是當時水頭聚落最高的建築，便以「近水
樓台先得月」之意涵取名。於【得月樓】及【金水國小】外觀短暫拍
攝留念。
水頭部落

 【翟山坑道】水道總長約 357 公尺，耗時 5 年才完成，戰時供登陸小艇
搶灘運補用，坑內並有停靠碼頭。翟山坑道內由人工穿鑿，工程雄偉媲
美擎天廳；坑道外海浪澎湃，潮聲勢壯!
 【後浦小鎮商圈 (逗留時間約 1.5 小時)】清金城鎮總兵署、邱良功母
節孝坊、浯江書院，各個古蹟記錄下過去輝煌；整齊美麗的模範街除了
保留下古建築，新的店家進駐更多了生機；後浦 16 藝文特區讓年輕新
意揮灑文創魅力；而當然不能錯過駐地悠久的傳統小吃，蚵嗲、火烤蛋
捲、廣東粥、鹹粿店，盡情享受美食(午餐自費)及悠閒時光!

後浦小鎮商圈

 【金門酒廠】金門高粱酒使用金門特產的『旱地高粱』，加上水質甘甜
的寶月神泉，利用傳統古法釀造出香、醇、甘、冽的高粱酒，風味獨特
享譽國際。

 【貢糖工廠】貢糖以花生、麥芽糖，再經敲打製成，其香酥的味道更
一度成為貢品。店舖內有多款貢糖，您更有機會觀看貢糖由搗餡、敲
打、壓平、切塊、包裝的過程，了解美味背後的秘密。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70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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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馬祖
南竿精華之旅 - 觀光巴士團 (EDMFK00TP)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景點導遊

行程時間*

價值新台幣 1,100 /每位
備註

約 6 小時

 【枕戈待旦紀念公園】 南竿福山照壁上的「枕戈待旦」，是馬祖戰地
精神的代表。由先總統蔣公於民國 47 年蒞臨馬袓巡視防務時，為嘉勉
地區軍民不忘復國之志而親筆所題，經銘刻碑石，與金門太武山上的
「毋忘在莒」同享盛名!

馬祖天后宮

 【馬祖酒廠】使用甘美清冽泉質所釀出的佳釀，讓馬祖酒廠聲名遠播，
其中又以「八八坑道」系列之高梁酒最受青睞，來此可欣賞獨特造型的
紀念酒。而充滿戰地氣息的【八八坑道】，冬暖夏涼，兩旁的老酒甕，
配上不時迴盪在坑道內的水滴聲，又另有風味。
 【馬祖天后宮】馬祖地區香火最盛也最氣派的廟宇，廟中供桌前方的石
棺，相傳為媽祖娘娘葬身的墓穴。您可以來此上香求平安!【媽祖巨神
像】從山腰走上去就可以看到媽祖巨神像，它由 365 塊花崗岩為主結構
雕琢而成，象徵著「365 日、日日平安」，佇立在鄰近海岸的山丘上，
看起來更是雄偉，法相慈悲，令人讚嘆；巨神像周邊，陳列由十二幅雕
塑組成，述說媽祖得道成仙的故事!

枕戈待旦紀念公園

 【勝利堡】過去是東守備旅與西守備旅的分界，如今成為認識馬祖軍事
文化遺產的第一站。作為馬祖戰地文化博物館・概念館，館內展示包含
勝利堡介紹、冷戰時期、軍中生活、戰地政務時期老照片及珍貴影像等
等，深入淺出地呈現馬祖軍事文化特色!

 【蔬菜公園 - 介壽村】以季節蔬菜為主的公園是特地農業區，在地勢
起伏大、多陡坡的馬祖中，綠意盎然，格外特別。在蔬菜公園中的步道
穿梭，感受空氣中濃濃的葉菜土壤氣息吧! 蔬菜公園旁即為有「馬祖西
門町」之稱的介壽村，遊客可以在此逛街或是購買當地土特產紀念品。
您可以在附近的餐廳享用午餐(費用自理)。

溫馨提示:




行程路線以循環式接駁操作，華語導遊將於每個景點作簡短介紹。
由於馬祖的車輛有限，遊覽完某些景點之後可能需要適當的等待一段時間（視情況而定）。
請在每個景點下車時帶走您所有的個人物品。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1,10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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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花蓮
花東縱谷半日遊 (EDHUA00TP)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價值新台幣 950 /每位

行程時間*

備註

約 5.5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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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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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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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95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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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安平
台南歷史巡禮 (EDTNN00TP)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赤崁樓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價值新台幣 900 /每位

行程時間*

備註

約 5 小時

-

 【台南歷史巡禮】【祀典武廟】以柔美起伏的「重簷歇山」式屋頂搭
配廟身，香火鼎盛的祀典武廟有多位人氣神祉如文昌帝君及月老，傳說
靈驗無比，常在此看見外國臉孔誠心參拜。【大天后宮】為台灣最早官
建的媽祖廟，一入大殿便可見巨大金面媽祖像，威武栩栩如生的千里
眼、順風耳隨伺在側，後殿供奉的月老至今據說已撮合許多佳偶! 【開
基武廟】廟宇主祀關聖帝君，內有不少由舖紳商家留存的文物，具有豐
富歷史價值。【新美街區】由舊名米街、抽籤巷（三義街）、帆寮（正
義街）的三個街廓組成，從清代開始就是府城的商業重鎮。如今古老街
區中進駐了許多新生店家，新活力吸引了許多旅人與在地人們的腳步前
來探索與認識這些老街!
 【赤崁樓】台南中西區內最主要的古蹟建築，1652 年荷蘭人在此建立
普羅民遮城，至此奠定了台南行政商業中心的位置，歷經整修改建，始
有現今的樣貌，內有海神廟、文昌閣及蓬壺書院，最吸引目光的莫過於
移自大南門城邊的 9 塊御碑，由狀似石龜的贔屭所乘載，傳說贔屭為
九龍生子之一，生性喜歡負重，它讓赤崁樓增添不少傳說故事，至今仍
讓人津津樂道。

安平老街

 【安平老街】街上各式老店林立如香燭店、麵粉廠、蜜餞行，其建築有
土角厝、紅磚矮屋、西式洋樓，夾雜現代的鋼筋水泥建築。走在靜謐的
巷弄裡面有如時光倒流一般，不要錯過感受舊式街道的純樸，以及品嘗
道地的台南美食如周氏蝦捲、阿財牛肉湯、同記安平豆花、林永泰興蜜
餞等!附近景點如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德記洋行也非常值得一遊!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90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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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皇宮專享體驗 岸上遊覽團: 高雄
旗津精華遊 (EDKHH00TP)

華語導遊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價值新台幣 700 /每位

行程時間*

備註

約 5 小時

-

 【旗後砲台】及【旗後燈塔】旗後砲台及燈塔位於旗津區旗後山，為
國家二級古蹟，砲台於清康熙年間興建以鎮守高雄港。砲台以紅磚建
造，深具傳統中國風格。燈塔為白色八角形磚造燈塔，頂部呈現圓筒
形，可由燈塔陽台眺望高雄市全景。

彩虹教堂

 【旗津貝殼館】為國內規模最大的公立貝殼展示館，展示約有 2,000 多
種貝類的標本，館藏由黃葛亮先生及沈淑惠小姐提供。鎮館之寶是巨大
的「二枚貝」，其他珍奇貝類如鸚鵡螺、黑星寶螺、龍宮貝等，也是美
不勝收的珍藏。
 【彩虹教堂】及【黃金海韻—海珍珠】在旗津海岸公園裡，以幾何的
建築形態為主要設計元素，搭配不同時間光影變化產生立體的空間感，
彩虹教堂的彩虹色系更代表了幸福意涵，為情侶帶來好運祝福。而教堂
旁的【黃金海韻—海珍珠】，結合了造型之美和音效的公共藝術作品，
展現出金色蒼穹的意象，藉由不同角度的陽光照射，展現深淺不一的黃
金色澤!

旗津老街

 【旗津老街】旗津四面環海，漁獲豐富，造就了專賣海產的店家，除
了旗津渡輪站前的廟前街海鮮店、海水浴場前的海產攤外，走在路上還
有各款美食店的老闆向您介紹特色美食，真是令人大飽口福。

如貴賓欲報名參加其他精心規劃的岸上遊覽團，可享即時的價格減免優惠
(價值高達新台幣 700/每位)並只需付費岸上遊覽團差價（以較高價值為準）。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向岸上旅遊部查詢。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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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02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