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探索夢號」台灣航程 2021 年 12 月 24 日更新

「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 花蓮
適用出發航次: 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3月13日
（除2022年1月28日-2月4日出發航次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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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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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運動量較大，賓客需具備一定

劇烈行程運動量，需要長時間段

低不平的地面上行走、上下坡樓

體能。請考量自身身體狀況並酌情

的高度體力支出。活動或許需要

梯，建議穿著舒適防滑的鞋子。

參加。

相關技能，如水肺潛水、風帆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
沛的賓客。

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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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泊時間: 10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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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經典一日遊 (EDHUA01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1,000 /成人
新台幣

98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 小時

30 人

-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曾是掌管花東鐵路的總指揮所，整修後朝向「多元
文化休閒園區」發展，由在地具活力與創意的團隊進駐營運，提供展覽、
文史、音樂、美食等多面向服務，讓到訪的您體驗豐富的花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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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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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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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山水】湛藍的夢幻湖水來自中央山脈，水質清澈，在陽光照射下產生
動人景致，加上兩旁雲山水美景倒映在湖面上，如夢似幻的美景，讓它有

鯉魚潭

「夢幻湖」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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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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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山水

料製作糕點，美味的產品深受遊客喜愛。

溫馨提示: 花蓮鐵道文化園區於每週三休館，行程將改前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敬請留意。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原為花蓮舊酒
廠，涵蓋 26 棟歷史建築，環境清幽別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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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光復鄉之旅(EDHUA04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新台幣 1,000 /成人
新台幣

98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 小時

30 人

-

光復鄉舊稱「馬太鞍」，投入光復鄉的懷抱，參觀花蓮糖廠、拜訪藏在森林裡
的文化園區，發掘這座縱谷小城的古早風貌。
 【林田山文化園區】走進現今的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中，仍然能感受到當
年的林場氛圍，除了原始山川景觀與生態外，林場遺留的檜木房舍、運載
鐵道保存完整，濃濃的日式懷古風情，展現了林田山林場柔美的一面。
光復糖廠

 【光復糖廠】在日治時期所成立的花蓮觀光糖廠，也稱為光復糖廠，糖廠
內販售各式各樣口味的冰品，香甜綿密的冰淇淋、沁涼微甜的冰棒，讓人
吃後不禁大呼滿足。除了吃冰之外，還能體驗 DIY 手作課程、騎鐵馬遊園
區(需自費)等，是來花蓮不可錯過的觀光糖廠!
 【吉利潭】原是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儲木池，除了是雙色澤蟹、拉氏清溪
蟹、菊池氏細鯽等原生動物的棲地，也是光復鄉阿美族的戲水秘境與祈雨

吉利潭

聖地。大小潭中有三座拱橋，各有不同造型，享受湖岸旁的柳葉搖曳與湖
光山色吧!
 【雲山水】湛藍的夢幻湖水來自中央山脈，水質清澈，在陽光照射下產生
動人景致，加上兩旁雲山水美景倒映在湖面上，如夢似幻的美景，讓它有
「夢幻湖」之稱。

溫馨提示: 由碼頭前往林田山文化園區車程約 1 小時(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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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半日遊 (EDHUA03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華語導遊

行程特色

新台幣 950 /成人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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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潭

景，歷史建物與自然生態交織融合成美麗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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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自費)及購物時

松園別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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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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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1.

岸上遊覽團以新台幣計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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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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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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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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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岸上遊覽票一經售出，恕不予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7.

請旅客妥善看護私人物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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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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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岸上遊覽團是由獨立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星夢郵輪只為該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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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為該接待旅行社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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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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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夢郵輪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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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星夢郵輪（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搆）及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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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13. 接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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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超越接待旅行社管轄範圍之內的因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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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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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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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的岸上遊覽團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詳情如下
年齡

旅程期間因發生意外而須支付的醫療費用

滿 15 歲~69 歲

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最高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最高 20 萬 (實支實付)

未滿 15 歲或年滿 70 歲以上

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最高 2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最高 20 萬 (實支實付)

此旅行業責任保險由富邦產險承保, 所有條款細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富邦產險所發之保單為準。
旅行業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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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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