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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雄
適用出發航次: 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2月28日（除2022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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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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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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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

情參加。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充沛的
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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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關活動經驗更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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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 (停泊時間: 13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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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威重的佛光山、擁有豐富歷史人文古蹟史的旗山及「惡地」地形的月世界，一起來將美
食、古蹟與美景一網打盡！

月世界秘境之旅 (EDKHH06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950 /成人

新台幣

93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 小時

30 人

-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夢時代是高雄第一個國際級大型購物休閒中心，
有近 600 家國際級專門大店進駐。空間設計融合了自然、海洋概念與生活
的全新規劃，商場氛圍融合水、花卉、自然、宇宙等四大主題，讓各樓層
展現獨特的空間魅力，打造出集購物、休閒、娛樂、藝文、餐飲機能於一
身的購物休閒的地標。
月世界地景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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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滷味博物館】全球第一家「台灣滷味博物館」，藉由複合經營導入

台灣滷味博物館

文化、設計與美感，展現滷味的前世今生、企業歷史、產業知識、科技化
製程、在地文化特色，能在館內照到、看到、吃到、玩到、買到，一次滿
足!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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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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與迷迷村藝術之旅 (EDKHH08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華語導遊

新台幣

950 /成人

新台幣

93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 小時

30 人

-

 【佛光山】佛光山是台灣著名的佛教聖地，寺廟建築，格局恢宏。佛光山
建築主要由大雄寶殿、大悲殿、大智殿和大碩殿四座寺廟構成。佛光山四
殿內四週牆上共有 14800 小洞，各奉佛像一尊，光明燈一盞，莊嚴肅穆；
接引大佛為佛光山最顯著的目標，其身高達 120 公尺，全身塑金，四周另
有 480 尊金身立像佛陀，分別環伺，在陽光山照耀下，鮮明奪明，下方有
一座大佛城，大小佛像千餘尊，尊之儼然，十分壯觀；在朝山步道上感受

佛光山

這片「人間淨土」吧!
 【舊鐵橋天空步道】 舊鐵橋由日本工程師在 1913 年建成，至今已有百多
年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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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搭建觀景平台供遊人休憩。現時舊鐵橋成
為遊人打卡必遊的天空步道，遊人可眺望高屏溪畔綠意盎然的濕地美景!
 【 衛武營迷迷村】全台最大的彩繪村「衛武營迷迷村」，歷經六年社區
營造，匯集 25 個國家、超過 83 名藝術家的大型壁畫創作，累積 187 面

衛武營迷迷村

彩繪牆壁，高大牆面的彩繪藝術畫作，屋瓦磚牆煥然一新，來感受這份藝
術與美的力量!
 【棧貳庫】全台最大活化老倉庫，位於高雄港 2 號碼頭，日治時期是存放
砂糖、輸運出口的倉庫，曾遭美軍轟炸損毀，1962 年重建後扮演鐵路轉
海運的重要角色。棧貳庫集結文創商品及餐飲美食，成功活化百年歷史老
倉庫，打造好逛又好玩的水岸生活空間，純白旋轉木馬、高港小火車展現
港都風情與浪漫!

HOLO PARK 映像鹽埕

 【大港橋】台灣首座水平旋轉景觀橋樑，也是亞洲最長的跨港旋轉橋，大
港橋的外型以貝殼及海豚為設計意象，不僅造型美不勝收，也是到港區必
拍的打卡地標，且橋中心點設有觀景台，遊客可在此眺望高雄港周圍的建
築及城市水岸的廊道的景色，感受港區帶來的浪漫氛圍！

 【HOLO PARK 映像鹽埕】為全球首座 7D 浮空劇院，劇院外集結了 23
家店家打造鹽埕區復古時代的街景，讓人彷彿有穿越時空的錯覺，吸引不
大港橋

少人前往朝聖；還有超好拍的雙層巴士和南瓜馬車造景，將體感科技與觀
光完美融合，串起高雄港 7 號碼頭與棧貳庫觀光路線，打造高雄港成為必
逛的人氣景點。

溫馨提示:




由碼頭前往佛光山車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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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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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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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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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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