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詩達郵輪新浪漫號 2019 年臺灣基隆航線岸上遊參考
日本八重山諸島

①NR03191017

②NR04191020

③NR03191024

④NR04191027

⑤NR03191031

012H

八重山諸島全日精華遊 ②③④⑤

約六小時（含餐）

成人 US$99.00

兒童 US$74.25

012J

八重山諸島半日遊 ①②③④⑤

約五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59.00

兒童 US$44.25

012K

竹富島之旅 ②③④⑤

約四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119.00

兒童 US$89.25

01RM

八重山諸島風情觀光與購物 ①②③④⑤

約五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01RN

八重山諸島觀光 ①②③④⑤

約二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39.00

兒童 US$29.25

01RO

八重山自然文化之旅 ①

約二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59.00

兒童 US$44.25

754V

八重山诸岛环线巴士

約一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25.00

兒童 US$25.00

日本沖繩

①NR03191009

②NR03191017

③NR04191020

④NR03191024

⑤NR04191027

01RU

勝連城跡觀光和購物 ①②③

約四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55.00

兒童 US$41.25

01RT

瀨長島海舵露臺觀光和購物 ①②③

約四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54.00

兒童 US$40.50

0018

沖繩購物之旅 ①②③④⑤

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54.00

兒童 US$40.50

001S

萬座毛與琉球村探索之旅 ①②③④⑤

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6239

沖繩首裡城體驗之旅 ①②③

約三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49.00

兒童 US$36.75

01RS

首裡城和國際街之旅 ①②③④⑤

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成人 US$99.00

兒童 US$74.25

02OW

沖繩燒肉晚餐體驗之旅（石垣牛肉和本部燒 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成人 US$149.00

兒童 US$111.75

成人 US$25.00

兒童 US$25.00

肉）①②③
754X

推薦
約一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冲绳岛环线巴士

日本宮古島

①NR03191009

②NR04191020

③NR04191027

④NR03191031

⑤NR02191103

01SN

宮古島最美風情遊 ①②④⑤

約七小時（含餐）

成人 US$118.00

兒童 US$88.50

01SO

自然觀光與購物之旅 ①②③④⑤

約五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99.00

兒童 US$74.25

01SP

與那覇前浜海灘觀光與城市購物之旅 ①②③ 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④⑤
01SE

宮古島精品遊 ①②④⑤

約七個半小時（含餐）

成人 US$129.00

兒童 US$96.75

024J

宮古島最美觀景遊 ①②④⑤

約六個小時（含餐）

成人 US$119.00

兒童 US$89.25

02OU

Shigira黃金溫泉體驗之旅 ③

推薦

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 US$69.00

兒童 US$51.75

02OV

宮古燒肉晚餐體驗之旅 ③

推薦

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成人 US$159.00

兒童 US$89.00

754W

宫古岛环线巴士

約一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25.00

兒童 US$25.00

約六小時（含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約六小時（含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約六小時（含餐）

成人 US$39.00

日本佐世保
僅供預售 豪斯登堡主題樂園
日本長崎
僅供預售 長崎精選之旅
韓國濟州
僅供預售 日出峰與民俗村之旅

兒童 US$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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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八重山諸島

012H

八重山諸島全日精華游

成人US$99.00

遊覽時間：約六小時（含餐）

兒童US$74.25
座位有限

【川平灣】川平灣是日本的最好的觀光景點之一。因為美麗的翡翠水色和白沙灘，它獲得了米其林綠色指南三星
評級。美麗的珊瑚礁和90多個不同種類的熱帶魚生活在這個地區。在川平灣，黑珍珠也是非常有名的。紀念品商店為
您提供數量有限的日本黑珍珠，它們在其他地方是很難被找到的。
我們將為您提供當地特色午餐。
【玻璃底船】雖然在這裡游泳、浮潛和潛水不被允許，但30分鐘的玻璃底船巡航也能讓您看看水下世界。
【版納公園】隨後，前往版納公園，這裡是一個寬敞的自然保護區，位於石垣市以北幾公里處。這是一個能取
悅所有人的地方，正因如此它被強烈推薦。八重山諸島版納公園位於沖繩八重山諸島中心位置海拔230米的版納山嶽
。在這裡不僅能遠眺清澈蔚藍的大海，還種植著充滿異國情調的南國植物。版納公園已經成為八重山諸島市民生活裡
不可缺少的遊樂休閒場所，現在也是觀光客們喜歡的觀光景點之一。版納公園裡不僅有3個展望台，4個兒童遊樂廣場
還有3個供觀測自然動植物的場所。返回碼頭之前，您將有時間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玻璃底船參觀有可能給乘坐輪椅的乘客帶來不
便。版納公園展望台可參觀人數有限。
012J

八重山諸島半日游

成人US$59.00

遊覽時間：約五小時（不含餐）

兒童 US$44.25
座位有限

【版納公園】版納公園是一個寬敞的自然保護區，位於石垣市以北幾公里處。八重山諸島版納公園位於沖繩
八重山諸島中心位置海拔230米的版納山嶽。在這裡不僅能遠眺清澈蔚藍的大海，還種植著充滿異國情調的南國
植物。版納公園已經成為八重山諸島市民生活裡不可缺少的遊樂休閒場所，現在也是觀光客們喜歡的觀光景點之
一。版納公園裡不僅有3個展望台，4個兒童遊樂廣場還有3個供觀測自然動植物的場所。
【川平灣】川平灣是日本的最好的觀光景點之一。它以美麗的翡翠水色和白沙灘得到了米其林綠色指南三星
評級。在川平灣，黑珍珠是非常有名的。紀念品商店將會提供各種日本獨一無二的黑珍珠製品。返回碼頭之前，
您將有時間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
012K

竹富島之旅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不含餐）

成人US$119.00

兒童 US$89.25
座位有限

【竹富島】竹富島是一個距八重山諸島很近的島嶼，直徑距離只有兩公里，因為竹富島面積較小，它常常被
作為八重山諸島一日遊的目的地，您並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巡遊這個島嶼。但是它卻擁有著許多非常吸引的
觀光點。整個島嶼擁有著保存完好的傳統琉球村。

歌詩達郵輪新浪漫號 2019 年臺灣基隆航線岸上遊參考
【水牛車體驗】隨意地走一圈，您便發現這裡的房子都是用紅色磚瓦覆蓋的屋頂，並且都有獅子的雕像。根
據當地的傳統，獅子雕像可以保守房子不受魔鬼入侵。隨後，您將享受一段水牛車旅程，悠閒地穿梭在獨一無二
的村莊當中。返回碼頭之前，您將有時間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
溫馨提示：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此行程不適合行動不便或乘坐輪椅的旅客參加。
01RM

八重山諸島風情觀光與購物

成人 US$79,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兒童 US$59.25
座位有限

【石垣島鐘乳洞】石垣島鐘乳洞形成於超過 20 多萬年，五彩繽紛的燈光設計呈現了一個奇幻的空間。不管
是在雨天還是晴天都是一個理想的觀景點，很適合帶著孩子來參觀。在這裡盡情享受世界上第一個以天然形成的
鐘乳石和人工燈光照明的洞穴。
【八重山民俗園】接下來參觀八重山民俗園，有八重山地區 80 至 100 年歷史的傳統老建築，曾經被搬離原
來的地址，之後為了教育後代又精心重建。返回郵輪之前，我們將去往購物中心，選購您心儀的商品。
溫馨提示：乘坐大巴車出遊。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位置有限，請儘早預定。建議提前兌換日
元。
01RN 八重山諸島觀光

成人 US$39,00

遊覽時間:大約二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兒童US$29.25
座位有限

【版納公園】八重山諸島北邊的幾公里，是版納公園自然保護區，一直以來都得到遊客極高的評價。從高處
看，這個公園就像是一座山（最高峰 200 米）
。公園分為四個區域，由小徑相互連接。
【川平灣】川平灣是日本極負盛名的風景區之一，它憑藉翡翠般的海水和白色沙灘當選為米琪林綠色指南 3
星級景區。這裡的黑珍珠尤為出名，只有在這裡的紀念品商店，才能夠購買到真正的日本黑珍珠飾品。
溫馨提示：乘坐大巴車出遊。位置有限，請儘早預定。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建議提前兌換日
元。版納公園僅做短暫停留，遠景欣賞及拍照。
01RO

八重山自然文化之旅

遊覽時間:大約二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成人US$59,00

兒童US$44.25
座位有限

【川平灣】離開港口的第一站我們會去到川平灣，石垣島上最漂亮的地方同時獲得米其林指南的三星好評。
您將乘坐帶著玻璃底的小船遊覽珊瑚礁。
【Minsa 工藝館】之後我們會去到八重山 Minsa 工藝館。八重山的婦女有一個悠久的傳統，要在 Misa 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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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繡上特別的花紋來作為給丈夫的訂婚禮物。如今石垣島的婦女運用相同的技術來製作包、室內裝飾、領結和許
多其他物件。您可以挑選幾樣作為禮物送給親朋好友。
【版納公園展望台】最後我們會去到版納公園的展望台，一睹八重山群島的風姿後返回碼頭。

溫馨提示：乘坐大巴車出遊，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小船可能由於天氣原因無法使用。旅遊高峰季可
能會遇到堵車。請穿舒適的平底鞋。
754V

八重山诸岛环线巴士

成人US$25.00

遊覽時間：从码头出发到返回码头，全程約一小時 30 分（不含餐）

兒童 US$25.00
座位有限

环线巴士路线：
码头出发=》唐·吉诃德超市=》八重山民俗园=》美思佰乐超市=》返回码头
备注：环线巴士运营时间以当日通知为准。



日本沖繩

01RU

勝連城跡觀光和購物

成人US$55.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不含餐）

兒童US$41.25
座位有限

在本次旅行中，我們將參觀琉球王國的世界遺產之一，並在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AEON Mall Rycom）進
行購物。
【勝連城跡】勝連城跡建在巨大的琉球石灰岩山上，是著名的“琉球王國禦城及相關建築群”世界遺產之
一。以前當琉球王國日益強大時，唯一仍在抵抗琉球的勢力是勝連城，城主阿麻合力攻擊首裡城，意圖征服沖
繩，但以失敗告終。參觀此處遺跡，並瞭解沖繩的悠久歷史，肯定會激發您對古代沖繩的緬懷和追憶。
【永旺夢樂城購物中心】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購物中心提供豐富的商品、美味的菜肴和精彩的娛樂，同
時還可以感受沖繩獨特和多元的文化及景觀。從入口處指路的風獅爺到一樓令人歎為觀止的水族館，一旦進入
永旺夢樂城沖繩來客夢，就會以一種真正時尚的方式體正宗沖繩風情。
01RT

瀨長島海舵露臺觀光和購物

成人US$54.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不含餐）

兒童US$40.50
座位有限

在此次旅行中，我們將參觀新開放的熱門觀光景點——瀨長島海舵露臺和國際通大街。
【瀨長島海舵露臺】海舵露臺於2016年開放，擁有30多家商店和餐館，其中餐館可以提供許多沖繩當地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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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果和蔬菜。您可以在這裡發現沖繩的最新潮流。
【國際通大街】隨後，乘船回程之前我們會在國際通大街停留觀光。國際通大街建造於1953年，適逢戰後的動盪
歲月，曾經是那霸第一批繁華的街道之一，被稱為“奇跡一英里”。祝您購物愉快。
0018

沖繩購物之旅

成人US$54.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兒童US$40.50
座位有限

此行程您將到訪沖繩環球免稅店，ASHIBINA 品牌折扣奧特萊斯店和國際通大道。

【DFS】沖繩環球免稅店位於市中心，這裡聚集著很多世界頂尖奢侈品。您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最新潮品和免稅
店限定商品。
【ASHIBINA奧特萊斯】ASHIBINA 奧特萊斯是沖繩首家品牌折扣商城，近 70 個世界品牌齊聚此地。在商城第一層
，各品牌直銷店鱗次櫛比 ，並以相較於一般零售價 30%-80%折扣的價格出售。商場的二樓是由 6 家餐廳組成的食品
區供您大快朵頤。
【國際通大街】國際通大街的建築始建於 1953 年的戰爭動盪時期，這也是沖繩第一繁華的街道，被人們
稱為“神奇之路”。盡情享受購物吧！

溫馨提醒：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
遊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日本的旅遊季節，預計會有大量交通堵塞。
001S

沖繩萬座毛與琉球村探索之旅

成人US$89.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鐘（不含餐）

兒童US$66.75
座位有限

【萬座毛】此行程您將到訪沖繩著名的旅遊景點。 首先我們會去到萬座毛。萬座毛是琉球國王給珊瑚礁起
的名字。曾經有一次，國王恰巧遊覽到這個山崖，被它的景色吸引，並堅持說這個山崖可以容納幾千人，然後
就有了這個名字，“man”在日語中是“千”的意思。這個是沖繩最矚目的旅遊勝地之一，從那裡可以欣賞海天
一色，也可以俯視懸崖峭壁下的珊瑚礁。
【沖繩琉球村】隨後，您將前往沖繩琉球村，這是一個建在公園裡的現代村莊。琉球村是最受遊客喜歡的
十大景點之一，在這裡您可以體會到沖繩昔日風貌。
【國際通大街】在返港之前，您將有時間那霸市內最大的商業街購物 - 國際通大街享受自由購物的樂趣。該地區從
1953 年戰爭動亂時期就已建立起來，到了今天已成為那霸最繁華的地區之一，被人們稱為“奇跡一英里”。
溫馨提醒：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購物請提前自
備日元.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遊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日本的旅遊季
節，預計會有大量交通堵塞. 如遇上不良天氣，景點的清晰感及美感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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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9

沖繩首裡城體驗之旅

成人US$49.00

遊覽時間：約三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兒童US$36.75
座位有限

【首裡城】離開那霸港參觀首裡城，琉球國王的原居住地，並持續了近500年的王國的中心，從十五世紀起
跨越了19代國王直到明治維新（1868）。它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目前的建築是一個重建，於
1992年完成。

【國際通大街】最後在返港之前，您還有時間那霸市內最大的商業街購物 - 國際通大街享受自由購物的樂
趣，這裡有百貨商店，餐廳，咖啡館，酒吧等等，該地區從 1953 年戰爭動亂時期就已建立起來到了今天已成
為那霸最繁華的地區之一。
溫馨提醒：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請自備防曬物品、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請穿著舒適的
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幣。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自由活動期間導遊將不陪同遊覽。此行程不建議
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如遇上不良天氣，景點的清晰感及美感將受到影響。首裡城內部參觀，需要脫鞋敬請配
合.正殿內不能使用輪椅。
01RS

首裡城和國際通大街之旅

成人US$99.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兒童US$74.25
座位有限

【首裡城】離開那霸港參觀首裡城，琉球國王的原居住地，並持續了近 500 年的王國的中心，從十五世紀
起跨越了 19 代國王直到明治維新（1868）。它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目前的建築是一個重建，
於1992年完成。
【國際通大街】之後我們會去到國際通大街，它是沖繩五大忙碌的街道之一，被稱作“奇跡之路”。行程中
包含午餐。
溫馨提醒：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請自備防曬物品、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請穿著舒適
的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幣。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自由活動期間導遊將不陪同遊覽。此行程不建
議行動不便的人士參加。如遇上不良天氣，景點的清晰感及美感將受到影響。在首裡城內部參觀，需要脫鞋敬
請配合.正殿內不能使用輪椅.
02OW

沖繩燒肉晚餐體驗之旅（石垣牛肉和本部燒肉）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成人US$149.00

兒童US$111.75
座位有限

在此行程中，您將體驗到那霸最受歡迎的燒肉之一。
【首裡城】坐落在那霸首裡城公園的首裡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和 1972 年美國結束對沖繩的攻佔之後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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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文化和島嶼重建的標誌。您今天所看到的首裡城重建於 1992 年，是禦城建築真實且重要的代表。
【石垣牛肉】參觀完首裡城之後，我們會去到餐廳就餐。石垣牛肉用的是八重山地區出產的日本品牌黑牛。
這個牛肉之所以在日本非常有名是因為之前參加沖繩高峰會議的領導人吃的就是這個牛肉。現在這個品牌變得越
來越有名，在遊客中間口碑也非常好。本部牛生長於沖繩山原，那裡的牛都有特殊的飲食安排。沖繩最南邊的亞
熱帶氣候給奶牛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這些奶牛所食用的獨特發酵飼料裡面含有乳酸菌和從日本獵戶座啤酒
中提取的啤酒糟。

溫馨提醒：參觀首裡城時，遊客需要脫鞋進入；晚餐不包括酒類和軟飲。
754X

冲绳岛环线巴士

成人US$25.00

遊覽時間：从码头出发到返回码头，全程約一小時 30 分（不含餐）

兒童 US$25.00
座位有限

环线巴士路线：
码头出发=》濑长岛购物中心=》丰见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国际街=》返回码头
备注：环线巴士运营时间以当日通知为准。



日本宮古島

01SN

宮古島最美風情游

成人US$118.00

遊覽時間：約七小時（含餐）

兒童US$88.50
座位有限

此行程您將有機會參觀宮古島著名的人氣旅遊景點。
【牧山展望台】第一站您將來到宮古島牧山展望台。牧山展望台是宮古島最高的展望台。它坐落于伊良部
島最高地，該地點特殊的“Sashiba”外形被當做當地的象徵。從牧山展望台西面，可將宮古島，來間島，池間
島以及美麗的海面風光一覽無餘。
【東平安名崎】享用完午餐之後，第二站您將來到東平安名崎。坐落于宮古島最南端的東平安名崎，是宮
古島衍生到蔚藍大海中的一個海角。這個海角突出部分有近2千米長，而最寬的地方達到了160千米，以及近20
米高的陡崖，莊嚴地佇立於太平洋和中國東海之間。該景點被評選為日本100個城市公園景點之一。
最後，在回船之前，您將有機會享受輕鬆購物的時光。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動
。遊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01SO

自然觀光與購物之旅

遊覽時間：約五小時（不含餐）

成人US$99.00

兒童US$74.25
座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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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程將您將有機會參觀宮古島北部的部分景點以及前往購物中心享受輕鬆購物的樂趣。
【西平安名崎】首先您將來到西平安名崎（Nishi Hennazaki）
。西平安名崎是位於宮古島北部尖端的一個
海角景點。“Nishi”在日語中是西方的意思，但是該景點卻位於宮古島的北面。而這個地點為什麼會被成為西
平安名崎呢？實際上，這是因為在沖繩方言中，“Nishi”有北方的意思。在西平安名崎，有一個位於該地點最
高位置的展望台，在這個展望臺上，可以看到池間大橋和池間島。
【宮古島海中公園】接下來您將來到宮古島海中公園。在宮古島海中公園，遊客可以盡情的領略海水
中的世界，卻不用擔心弄濕衣服。透過24塊有機玻璃，遊客可以近距離的觀察熱帶魚、章魚等海洋生物。
最後，在回船之前您將有機會享受輕鬆購物的時光。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
動。遊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01SP

與那覇前浜海灘觀光與城市購物之旅

成人US$79.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不含餐）

兒童 US$59.25
座位有限

在這個歷時半天的行程路線中，您將參觀到亞洲東部美麗的海灘景點。
【龍宮城瞭望台】第一站您將來到龍宮城瞭望台。在龍宮城瞭望台，您可以領略到宮古島最無與倫比的風
景。龍宮城瞭望台坐落於來間島，其特殊的外形就和它的名字“龍宮城”的字面意思一樣，十分具有特色。
【那覇前浜海灘】接下來您將來到與那覇前浜海灘。碧綠色的海面反射出美麗的翠色亮光，白色的沙灘柔順
又溫柔的鋪展在腳下。宮古島十分有名的與那覇前浜海灘，被冠名為亞洲東部最美麗的海灘。七千米長的海岸線
被白色的沙粒層層覆蓋，鑽藍色的海水又將沙灘包裹，絕對能給人帶來無與倫比的視覺享受。
最後，在回程前，您將有機會享受輕鬆購物的時光。
溫馨提醒：建議穿著舒適運動鞋。購物請提前自備日元。行程位置有限，請儘早預訂。行程安排次序有可能變
動。遊客請自備防曬物品，包括：太陽眼鏡、防曬帽、瓶裝水。
01SE 宮古島精品游
遊覽時間：約七小時三十分（含餐）

成人 US$129.00

兒童US$96.75
座位有限

【東平安名岬】在這個遊覽中，您將參觀位於宮古島東南端的東平安名岬,這是一個披著海帶的海岬，這個
海岬長約2公里，最大寬 160 公里，高約 20 米，位於太平洋與東海之間，這個地點被選為日本100個城市公園
之一。德國文化村發現它起源於明治時代（1868年至1912年）
，當時在宮古海岸線發生了一起沉船事件。當地人
救出了德國船員，之後德國人過來建立了一個主題複製品來紀念這個事件。德國馬克斯堡城堡的複製品，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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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化與宮古島之美融為一體，創造出沖繩德國童話故事。
【山海纜車】Shigira Lift Ocean Sky纜車於2016 年 4 月新開業，是沖繩首座山海纜車。全長283米的纜
車提供了宮古島迷人的景觀。
在返回郵輪碼頭之前，您將有自由時間購物。在這次旅行中，您還可以享用午餐，由於餐廳空間有限，客人
將有可能在不同的餐廳享用相同的午餐。
溫馨提醒：每逢週二不可預定此行程。行程位置有限，請提前預訂客人建議提前兌換日元，遊覽先後順序根據
實際情況可能調整，例如交通擁堵等情況.穿上舒適的鞋子，日本的旅遊季節，預計會有大量交通堵塞。此行程
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參加。
024J 宮古島最美觀景游

成人 US$119.00

兒童 US$89.25

遊覽時間：約六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此次旅程將帶著您遊覽宮古島最棒的旅遊景點。
【宮古島海中公園】離開港口之後，我們首先去到宮古島海中公園。作為最新的景點，這個水下公園可以給
您提供和海洋生物密切接觸的機會。通過特殊的觀察設備，不管男女老少，穿著平常的衣服就可以沉浸式體驗宮
古島神秘的水下世界。和普通水族館相比，其最大的優勢在於根據天氣和海洋條件的不同，遊客每天觀察到的水
世界也會跟著變化，真正做到了“體驗當下”。
【下地島機場】接下來您將乘車經過日本最長的免費大橋伊良部大橋，建成於2016年。之後我們前往下地
島機場。下地島機場也被作為商業飛行員提供“培訓機場”的基地，遊客可以拍攝到飛機的照片。
【托裡池】下一站您會來到充滿神秘氣氛的“托裡池”。這是被指定為國家風景名勝和國家自然寶藏的池塘
，崎嶇的琉球灰岩包裹著兩個池子，深藍的海水在其中靜靜流淌，使您感覺夢幻而又詭異。可能這就是“人魚傳
說”和“繼子傳說”的來源吧。
【渡口之濱】最後一站，您將參觀位於伊良部島西南部的“渡口之濱”，這個天然沙灘寬約 50m，長約800m
，呈柔和曲線展開。
享受完海灘美景之後，您會去到日本餐廳享用傳統的日式午餐。行程結束後返回碼頭。
溫馨提醒：行程位置有限，請提前預訂客人建議提前兌換日元，遊覽先後順序根據實際情況可能調整，例如交
通擁堵等情況.穿上舒適的鞋子，日本的旅遊季節，預計會有大量交通堵塞。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的人參加。
02OU Shigira黃金溫泉體驗之旅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鐘（不含餐）

成人 US$69.00

兒童 US$51.75
座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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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航程中您將開啟伊吉拉黃金溫泉的獨特之旅。
【伊吉拉黃金溫泉】伊吉拉黃金溫泉用的是水溫在 36.7 度以上的泉水，周圍一圈植物，讓您真實體驗到宮
古島的美景。在琥珀色的天然溫泉中，您的身心將得到最充分的放鬆。50 度的水溫加上每天 800 噸新鮮泉水的供
應，在陽光下的波光粼粼中，給您高品質，高營養的溫泉體驗。伊吉拉黃金溫泉有露天浴區、大眾浴區和叢林浴
池三種選擇。在叢林浴池中，您可以穿著泳裝和家人、朋友或者另一半一起放鬆身心。
【那霸前浜海灘】那霸前浜海灘在宮古群島被稱為 Maibama 海灘，被譽為東亞最棒的海灘。海灘由全長 7 千
米的白沙和波光粼粼的湖水構成，簡直就是視覺盛宴。在返回碼頭之前，您還可以在當地的購物中心享受休閒時
光。
【唐吉坷德購物中心】行程的最後您將去到唐吉坷德購物中心，您可以買一些紀念品帶回家。

溫馨提醒：叢林浴池需要自備泳裝；露天浴區與大眾浴區分男浴區與女浴區，不能穿泳衣；有紋身者不可進入
浴區；溫泉提供浴巾與洗臉巾。
02OV 宮古燒肉晚餐體驗之旅

成人 US$159.00

兒童 US$89.00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鐘（含餐）

座位有限

在此次行程中，您將在宮古島體驗到著名的燒肉晚餐。
【砂山海灘】宮古島砂山海灘離其主要城市平良僅四千米遠。儘管砂山海灘在本地人和遊客中都十分有名，
但似乎永遠也看不到它擁擠的樣子。砂山海灘的標誌是一塊拱形岩石。幾千年海浪的拍擊在珊瑚牆上形成了天然
的珊瑚門。除了這塊拱形岩石之外，砂山海灘的白色粉狀砂和翡翠綠的湖水也同樣讓人驚豔。
【燒肉晚餐】結束了砂山海灘的旅途之後，我們就去享受晚餐。燒肉被稱為“幻影高級日本牛肉”是因為除
了沖繩本島的高級餐廳之外，唯一遊客再能品嘗到它們的地方就是在牛肉生產區和宮古島上了。作為宮古島的驕
傲，宮古島牛肉在遊客中也知名度越來越高。大家都稱讚這牛肉擁有高蛋白的同時又能兼顧清淡而又細膩的口味。
【唐吉坷德購物中心】旅途的最後，您將來到唐吉坷德購物中心，您可以買些紀念品帶回家。

溫馨提醒：餐廳內皆為四人桌，如果二人行可能需要拼桌;晚餐不包括酒類與軟飲

754W

宫古岛环线巴士

成人US$25.00

遊覽時間：从码头出发到返回码头，全程約一小時（不含餐）
环线巴士路线：
码头出发=》砂山海滩=》唐·吉诃德超市=》永旺城购物中心=》返回码头
备注：环线巴士运营时间以当日通知为准。

兒童 US$25.00

座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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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佐世保

僅供預售 豪斯登堡主題樂園

成人 US$79.00

兒童US$59.25

遊覽時間：約六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今天郵輪來到日本九州的美麗港口城市～佐世保。•
【佐世保市】位於九州的西北邊，因為有駐日美國海軍基地，讓佐世保市呈現出不同於其他九州城市的美
式風情。處處充滿異國情調，西洋、中華以及和風交織出的動人的特殊魅力，值得您細細品味。•
您可自費加購岸上觀光行程，前住佐世保最受人喜愛的著名景點。(以下為加購之行程內容)•
【九十九島觀景台】散落在長崎縣西部的北松浦半島西側的島嶼被稱九十九島，是西海國立公園的代表性
景地。與大大小小170多個島嶼蜿蜒交錯的裡亞式海岸，在從佐世保到平戶延綿約25公里的海面上形成了自然美
景。•
【九十九島珍珠海洋遊覽區】區內水族館內養殖各類大大小小的魚群，在水深4.8米的大水槽裡，約有120
種的海洋生物，回廊式建造的水槽，讓你彷彿漫步於海底世界中。海豚泳池：是一個可以讓您近距離接觸可愛
海豚的好地點。在九十九島的海域裡，約有100種的水母種類，透過圓形的展示槽，可以欣賞到水母悠遊其中，
像一場小型的交響音樂會，在此可以盡情感受到水母獨特的魅力。•
【佐世保4〇3 拱廊商店街(自由活動)】名稱4〇3 的商店街為結合了四町商店街的4，與佐世保玉屋的〇
(發音與玉相同)以及三町商店街的3 所命名。全長約1 公里的拱廊商店街長度為日本第一，餐廳、商店、土產
店等林立，為最佳的購物好所在。



日本長崎

僅供預售 長崎精選之旅

成人 US$79.00

遊覽時間：約六小時（含餐）

兒童US$59.25
座位有限

今天郵輪來到日本九州的美麗港口城市～長崎。•
【長崎】長崎縣的首府，位於九州西北端，由5個半島和許多小島組成。是距離亞洲大陸最近的日本港口城
市，多個世紀以來一直在外貿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時在日本鎖國時期為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口岸，是日本
引進現代文明的視窗，也是中西文化深入日本的樞紐。處處充滿異國情調，西洋、中華以及和風交織出的動人
的特殊魅力，值得您細細品味。•
【長崎平和公園】1945年8月9日11:02，美國投往日本的第二顆原子彈就落在長崎市，造成莫大的災害。如
今原子彈落下中心地的公園北側，就是祈願世界和平的「紀念公園」。這裡有高9.7公尺的和平祈禱像、和平之
泉及世界各國贈送的和平紀念物。雕像是由長崎出身的雕塑家北村西望以神的愛與佛的慈悲為象徵，右手指著
天表示原爆威脅，左手水準伸展代表和平，而輕輕闔眼則是為原爆犧牲者祈求冥福。•
【哥拉巴公園~蝴蝶夫人故居】由普契尼撰寫膾炙人口的世界3大歌劇之一「蝴蝶夫人」，故事靈感和背景
皆取自於九州長崎的這座「哥拉巴公園」。佔地30萬平方米，以日本最古老的木造結構洋樓的國家重要文化遺
產“哥拉巴宅邸”（歌劇蝴蝶夫人的愛情故事發生地）為代表，共彙聚•9•棟明治時代的洋式建築，是個充滿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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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異國情調的觀光勝地。由於位處山丘，能夠盡享長崎港灣美景，不僅是長崎最著名的觀光地更是熱門情侶
約會聖地。•
【濱町步行街(自由活動)】彙集了各式店鋪、餐館，是長崎最熱鬧、最具人氣的商店街，各式百貨商場、
時尚衣著、雜物小鋪、藥妝店、超市、美食餐廳…等，您可以在這邊採買各式用品或是紀念品。•



韓國濟州

僅供預售 日出峰與民俗村之旅
遊覽時間：約六小時（含餐）

成人 US$39.00

兒童US$29.25
座位有限

今日郵輪來到韓國渡假聖地～濟州島。•
【濟州島】有《韓國的夏威夷》之稱的蜜月島，位於韓國最南端的北太平洋上，全年氣侯溫和，古代這裡
曾是耽羅國的獨立國家，因而島上保留著獨特的風俗習慣、方言與文化。•
【城山日出峰】特殊的地理學意義和周邊美麗的景色使城山日出峰於200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
界自然遺產。位於韓國濟州島東端的一個火山丘，也是世界最大的突出於海岸的火山口，海拔182米，由10萬年
前海底火山爆發而形成。城山日出峰的火山口直徑達600米，深90米，面積達8萬多坪，是世界上少見的保存完
整的海底火山丘；由此也可觀看日落，加上可以瞭望一片廣闊的牧場，美不勝收，令人嘆為觀止，遠眺這山峰
綺麗景色，其西海岸有海螺、鮑魚養殖場，運氣好的時候還可觀看到韓國國寶級海女潛水採集海產的情景。•
【城邑民俗村】不是人造景觀，而是數百年承襲下來的生活全貌。目前留有約350 棟的宅屋，被指定為韓
國民俗資料保護區。以茅草覆蓋的屋頂，石頭疊砌的石牆，以及用《丁囊》取代門戶的民宅，濟州的古時模樣
盡顯眼前，而至今仍有人在這裡居住生活，此處有濟州特有的土產：生蜂蜜、五味子茶、馬骨粉。一進入民俗
村前，有位濟州島的「土地公公」，是用火山石做的。據說摸石頭爺爺各個地方都有不同寓意，要桃花運的可
以摸頭頂，要陞官發財摸肚子，要想生兒子可以摸鼻子，要想生女兒摸嘴巴，要想雙胞胎摸雙眼，要健康摸肩
膀。作為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體驗，在進去之前不妨也入鄉隨俗摸一下。至今仍保留著民居、鄉校、古代官公
署、碾子、碑石等有形文化遺產。與此同時，村子中間幾百年樹齡的櫸樹、樸樹已被指定為自然保護對象，另
外這裡還曾經拍攝過《大長今》中的廚房場景。

歌詩達郵輪岸上遊須知：


行程及價格僅供參考，我們將根據各航次港口停留時間的不同安排不同的行程，具體行程、價格及線路如有變更我
們不再做另行通知。最終確認資訊請以船上旅遊部門的通知為准。



如需提前預定岸上遊行程，請提前與我司商業運營中心核實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