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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 金門 

適用出發航次: 2020年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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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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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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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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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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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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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 

以金門城之地理形勢「固若金湯，雄鎮海門」得名的金門四面環海，島上綠樹成蔭，景致優美，亦有「海上

公園」之譽。金門保存了閩式的古厝聚落、巴洛克式的洋樓及充滿戰地風情的戰史館。無論是歷史建築、風

獅爺、戰史紀念館、坑道、在地美食等都是珍貴的歷史痕跡，漫步在各城鎮古厝聚落，體驗當地的傳統生活，

一探金門的戰地史蹟和閩南文化特色！ 

 

 

 

 

 

 

 

金門精華遊  (EDKIN01WM) 
 

新台幣 1,000 /成人  

新台幣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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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時 30 人  

 
水頭部落 

 

 
翟山坑道 

 

 
莒光樓 

 【水頭部落】水頭村已有 700多年的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聚

落，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

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因此贏得「有水頭

富，無水頭厝」美譽。其中的【得月樓】曾是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由

匠師陳南安設計，是當時水頭聚落最高的建築，便以「近水樓台先得月」

之意涵取名。於【得月樓】及【金水國小】外觀短暫拍攝留念。 

 【翟山坑道】水道總長約 357公尺，耗時 5年才完成，戰時供登陸小艇搶

灘運補用，坑內並有停靠碼頭。翟山坑道內由人工穿鑿，工程雄偉媲美擎

天廳；坑道外海浪澎湃，潮聲勢壯! 

 【莒光樓】面臨金城美景，背擁豐蓮山脈，莒光樓做為金門的精神象徵，

傳統城樓放在現代建築的基座之上，使得整座建築呈現雄渾的氣勢! 

 【獅山砲陣地】現存唯一的坑道式榴彈砲陣地，又名為震東坑道，取「威

震金東」的意涵。坑道全長 508公尺，保存了完整的陣地設施，包括內部

戰備室、庫房、砲彈室、砲堡，刻有精神喊話與軍訓標語的牆面上。您必

定不可以錯過觀賞精彩的砲操!(定時砲操表演每週四均會暫停。) 

 【金門酒廠】金門高粱酒使用金門特產的『旱地高粱』，加上水質甘甜的

寶月神泉，利用傳統古法釀造出香、醇、甘、冽的高粱酒，風味獨特享譽

國際。高粱酒代表著金門的歷史焠鍊，一直是金門最著名的產品，也是最

佳的伴手禮。 

 【貢糖及一條根工廠】貢糖以花生、麥芽糖，再經敲打製成，其香酥的味

道更一度成為貢品。前往當地貢糖工廠，您將有機會觀看貢糖由搗餡、敲

打、壓平、切塊、包裝的過程，了解美味背後的秘密。而一條根可說是金

門特產，在這裏您可以找到多種養生保健、美容保養良品! 

溫馨提示: 莒光樓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上樓參觀，客人可於地面一樓參觀拍照。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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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歷史之旅 (EDKIN02WM) 
 

新台幣 1,000 /成人  

新台幣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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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時 30 人  

 
陳景蘭洋樓 

 

 
金城模範街 

 【陳景蘭洋樓】1921年由至南洋致富的陳景蘭先生創建，洋樓為金門規模

最大本體牆身為磚砌抹灰，屋身構造為硬山擱檁，立面柱頭簷帶有多層裝

飾，山牆上刻有「1921」字樣，外廊拱圈造形典雅，面向大海壯麗景色!  

 【特約茶室展示館】前身為第一座「軍中樂園」，供軍人消費之用。展示

館內有大型的立牌介紹著特約茶室的緣起與規定，像是只能讓軍人入內、

不得在內談論公務等規定，讓人得以對舊時禁忌的主題有著初步的概念。 

 【金城模範街】興建於 1924年，充滿南洋風情的紅磚拱廊加上整齊美觀

的街道足以作為街道的模範，因而取名為《模範街》! 門前五腳基的騎樓

下有許多店鋪賣著小吃和伴手禮，熱鬧又別具風情! 

 【邱良功母節孝坊】建於清嘉慶 17年，表彰邱良功將軍母親許氏守節撫

孤教子之功。牌坊由墨綠色的青斗石和泉州白石雕鑿而成，造型雄徫，雕

飾繁多，是台閩地區現存牌坊中最華麗壯觀的一座! 

 【清鎮總兵署】為四進兩廊式的四合院建築，清衙門完整地保留衙門口、

大堂、內署明間，並以蠟像重現昔日光景，各間室都有詳盡的文字說明。 

 【金門酒廠】金門高粱酒使用金門特產的『旱地高粱』，加上水質甘甜的

寶月神泉，利用傳統古法釀造出香、醇、甘、冽的高粱酒，風味獨特享譽

國際。【貢糖及一條根工廠】前往當地貢糖工廠，您將有機會觀看貢糖由

搗餡、敲打、壓平、切塊、包裝的過程，了解美味背後的秘密。而一條根

可說是金門特產，在這裏您可以找到多種養生保健、美容保養良品! 

溫馨提示: 陳景蘭洋樓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上樓參觀，客人可於地面一樓參觀拍照。 

 

金門半日遊 (EDKIN03NM) 
 

新台幣 700 /成人  

新台幣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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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小時 30 人  

 
水頭部落 

 
金門酒廠 

 【水頭部落】水頭村已有 700多年的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聚

落，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

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因此贏得「有水頭

富，無水頭厝」美譽。其中的【得月樓】曾是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由

匠師陳南安設計，是當時水頭聚落最高的建築，便以「近水樓台先得月」

之意涵取名。於【得月樓】及【金水國小】外觀短暫拍攝留念。 

 【翟山坑道】水道總長約 357公尺，耗時 5年才完成，戰時供登陸小艇搶

灘運補用，坑內並有停靠碼頭。翟山坑道內由人工穿鑿，工程雄偉媲美擎

天廳；坑道外海浪澎湃，潮聲勢壯! 

 【金門酒廠】金門高粱酒使用金門特產的『旱地高粱』，加上水質甘甜的

寶月神泉，利用傳統古法釀造出香、醇、甘、冽的高粱酒，風味獨特享譽

國際。 

 【貢糖工廠】貢糖以花生、麥芽糖，再經敲打製成，其香酥的味道更一度

成為貢品。店舖內有多款貢糖，您更有機會觀看貢糖由搗餡、敲打、壓

平、切塊、包裝的過程，了解美味背後的秘密。 

華語導遊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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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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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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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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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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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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保險保障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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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或以上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免賠額為美元 50 - 每一單)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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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