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探索夢號」台灣航程 2020 年 7 月 20 日更新

「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 馬祖
適用出發航次: 2020年7月26日 至 2020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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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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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食

具年齡限制

探索體驗

景點觀光

賓客需簽署免責聲明

購物與休閒

歷史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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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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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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
位於台灣本島西北邊，也稱作國之北境的馬祖，與比鄰的金門一樣過去同為軍事重地，故島上現存許多軍事
遺跡以及傳統閩東建築，而馬祖列島的多山、岩礁、岩岸地形亦造就了許多值得一訪的自然美景，你又怎能
錯過探索如夢境般的美景呢？

南竿精華之旅 - 觀光巴士團 (EDMFK01W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景點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5 小時

30 人

台幣 1,800 /成人
台幣 1,750 /小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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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用午餐(合菜形式)。
 【北海坑道(含搖櫓船)】馬祖地區特殊的「戰地景觀」，北海坑道位處鐵
板海岸線，為一深入山腹，貫穿岩壁，呈「井」字形交錯的水道，水道高
18 公尺，寬 10 公尺。走進深邃的坑道中，一幕幕雄偉壯闊的岩壁、幽暗
浮動的倒影，都讓人不自覺地發出陣陣讚嘆!


枕戈待旦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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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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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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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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竿精華之旅 - 觀光巴士團 (EDMFK02W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景點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 小時

30 人

台幣 2,000 /成人
台幣 1,950 /小童
備註

 【坂里大宅】「坂里大宅」古厝原為清同治年間遷居馬祖北竿的王氏宗親
所有，在戰地政務時，曾被徵調成為軍方住所，2009 年轉化為文化觀光用
途，採用傳統建築工法完成修繕後提供閩東風情體驗。
 【碧山觀景】濱海而立的北竿機場、晶瑩細緻的塘后沙灘、熱鬧繁華的塘
岐街道，及附近島嶼螺山、蚌山、無名島、峭頭、大坵、小坵等，盡入眼
簾；霧季時，山頭在濃霧籠罩下隱約縹緲，猶如置身人間仙境。
碧山觀景

 【橋仔漁村】村內設有漁業展示館，陳列傳統漁具，並介紹漁業作業方
式，以及馬祖當地風俗習慣，如服飾、飲食等文字解說。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用午餐(合菜形式)。
 【芹壁閩東古厝及愛情海】也有人形容此處有如地中海般的風光,一座座
石頭屋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號稱全國國寶級石頭屋保留
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近眺烏龜島，感受芹壁愛情海的豐富色彩!

芹壁閩東古厝及愛情海

 【芹山播音站】觀景台讓遊客可以感受兩岸對峙時期的戰地氛圍，每天放
送鄧麗君歌曲與心戰喊話，起始句一貫是：「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如今以幽默的手法，將國共心戰喊話情境轉變成浪漫告白景點，並成為馬
祖的打卡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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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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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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船探索馬祖列島美景遊: 梅花鹿與神話之鳥
(EDMFK03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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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幣 1,600 /成人
台幣 1,550 /小童
備註

乘搭觀光船探索馬祖列島絕美秘景! 乘船破浪而出，前往鷗鳥們居住的島嶼，
近距離觀察鷗鳥的生態，也可登大坵島與鹿為友，靜靜地體驗自然生態!
 【海上遠觀芹壁閩東古厝及愛情海】也有人形容芹壁閩東古厝有如地中海
般的風光，一座座石頭屋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號稱全國
國寶級石頭屋保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近眺烏龜島，感受芹壁愛情海的
豐富色彩!
大坵島野生梅花鹿

 【大坵島 (停留約 2 小時)】這裏有海有山林的美景超乎您的想像，尋覓
復育成功的梅花鹿，甚至有機會與牠們近距離接觸。而目前島上有一條主
要步道，全長約 400-500 公尺，路途旁邊都可以看到碧藍色的超美海景!
 【海上賞鷗之旅】馬祖列島由 36 個大小島嶼組成，低度開發的環境及地
質景觀，讓無人島礁成為鳥類渡冬及過境的中繼站，共有 8 座島嶼被劃為
「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保護區的鳥類包括白眉燕鷗、紅燕鷗、蒼燕
鷗、鳳頭燕鷗、黑尾鷗、岩鷺、叉尾雨燕等，是繁殖時的活動熱區。馬祖
最著名的燕鷗是全世界僅存約 100 隻的「黑嘴端鳳頭燕鷗」，每年 5 月底
至 8 月底間為繁殖季，常與大鳳頭燕鷗混群，最高數量達 20 幾隻，一起
來體會生態賞鷗的樂趣吧!

海上賞鷗之旅

 【餐食安排】享用簡便餐盒。

溫馨提示:
此岸上遊覽團於海上巡航時間約 4 小時。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由於大坵島上無交通工具，此行程需要大量步
行，出遊當天請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 需爬階梯或行溼滑路段，走路時請務必留意腳步; 天熱時建議攜帶帽子、太陽眼鏡、防曬
用品和瓶裝水。
此岸上遊覽團只適用於 2020 年 7 月 26、29 日、8 月 5、12、19、23、26 日及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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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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1. 岸上遊覽團以台幣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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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