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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 台南(安平) 

適用出發航次: 2022年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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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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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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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充沛的

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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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相關活動經驗更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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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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安平) (停泊時間: 1200-2000) 

台南市是台灣的發祥地，是全台歷史最悠久的都市。台南除了歷史文化特色之外，還擁有如詩畫般的自然生

態美景，及聞名遐邇的農漁產品特色美食。台南之美，美得有如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美在那一望無垠的田

園風光，美在淳樸及熱情的人心，值得您細細品味。 

漫步台南美景 (EDTNN04NM) 
 

新台幣 1,050 /成人  

新台幣  1,030 /小童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     約 6 小時 30 人 - 

 

山上水道花園博物館 

 

 

新化老街 

 

 

大目降故事館 - 日式宿舍群 

 【山上水道花園博物館(含門票)】台灣總督府於 1912 年開始建設台南水

道，以重力排水方式，提供台南市區民生用水，共歷時 10 年完工使用；

台南水道見證日治時期衛生工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

整體之建築與空間形式極具特色，擁有Ａ館「快濾池室」、Ｂ館「快濾筒

室/辦公室」及Ｃ館「送出唧筒室」等國定古蹟、濱野彌四郎碑座與難得一

見的豐富林相。 

 【新化老街】帶著濃厚巴洛克風格的新化老街林立氣派古典的洋樓，讓人

重溫新化的舊日風華。現今老街上有許多間歷史悠久的老商號，販賣糕

餅、米糧、匹布、中藥材和各式百貨五金等，當然也少不了在地特色文化

商品。除了欣賞老街建築的考究精緻外，您可以參觀大目降故事館，從人

文角度更深入認識新化。漫步新化老街可別錯過街邊道地的古早味美食，

樣樣都是在地人小時候的記憶。老建築、舊時光、好滋味、紀念館，猶如

一座沒有圍牆的生活博物館讓您慢悠探索。 

 【大目降故事館 - 日式宿舍群】日式宿舍群昔日是新化郡役所的警察宿

舍，目前是大目降故事館，新化原為西拉雅平埔族聚落，舊稱「大目

降」，現在透過大目降故事館，您可以認識大目降文化從古至今的演變! 

【台鉅美妝觀光工廠】工廠結合彩妝、保養、DIY 與休閒於一身，也是全

台第一家以化妝品為主題的觀光工廠。佔地廣闊的台鉅美妝觀光工廠，戶

外設置芳療庭園供民眾參觀、認識各種香草植物，館內展示為不同國家設

計的彩妝盒，造型多變又搶眼，令人印象深刻。商場則販賣各式彩妝保養

品，並設置大明星化妝間的完美試妝台，讓你盡情試用台鉅出品的彩妝產

品，館內設計時尚又趣味，絕對是許多愛美的男生、女生們到台南必遊的

觀光工廠！ 

 

 

 

 

華語導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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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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歷史巡禮 (EDTNN06NM) 
 

新台幣 1,050 /成人  

新台幣  1,030 /小童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      約 6 小時 30 人 - 

 

赤崁樓 

 

 

大天后宮 

 

 

國華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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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搜索 - 國華街】被 CNN 評為台灣美食首都的台南，特有的小吃文

化已成為國內外觀光客造訪的重要原因，2017 年登上日本雜誌封面的國

華街，是旅客必訪、必吃的台南美食老街。  

 【安平樹屋及河童町】樹屋原是德記洋行的倉庫，倉庫牆面滿佈榕樹盤據

的氣根，高聳的榕樹茂密的樹冠彷彿成為倉庫的屋頂，也讓安平樹屋擁有

難得一見的外觀及神秘氣息，現今有規劃完善的木棧道讓人穿梭於樹屋之

間，探索安平的優美! 絕對不要錯過最新網美必訪打卡的伴手禮店:河童町! 

 【安平老街】有著台灣第一街稱號的安平老街，街上各式老店及美食店林

立，安平各處的小徑都有不同的風景，有茉莉巷，有胭脂巷等等，走在靜

謐的巷弄裡面有如時光倒流一般，讓您一窺真正的老街風情!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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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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