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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夢號」岸上遊覽團 –澎湖 

適用出發航次: 2020年10月18日 至 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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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食  具年齡限制 

 
美食體驗  景點觀光  賓客需簽署免責聲明 

 
購物與休閒  歷史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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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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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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 

澎湖，被稱台灣海峽最閃耀的明珠，擁有絕佳的天然景觀資源及一片純淨而無污染的蔚藍海洋，一年四季皆

呈現不同的景緻與風情，在那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下，進而孕育出豐富生動的自然生態及人文歷史。大山闊

水的景致，樸實善美的人文，快來到訪這個宛若與世隔絕般的美麗島嶼! 

經典北環島美景之旅 (EDMZG11WM) 
 

新台幣 1,250 /成人  

新台幣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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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時 30 人   

 
大菓葉玄武岩 

 

 
貝殼教堂 

 

 
澎湖傳統牽罟體驗 

 【北環島風光】由蔚藍的海岸線遇上壯麗的柱狀玄武岩【大菓葉玄武岩】

開始， 【二崁聚落(停留約 1小時)】展示了當地傳統建築融合閩南風情

及二崁特色的「兩落八櫸頭」閩南式大厝，莊嚴簡樸; 連接澎湖交通的血

脈的【跨海大橋】至代表了澎湖人倚立不搖的精神的【通樑古榕】 ，無

論是歷史人文的智慧結晶，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多樣雕琢都會令人驚嘆不

已! 

 【林投公園】林投公園的沙灘綿延 3 個村落，尖山、林投與隘門，總長達

3,000 多公尺，是全澎湖最長的沙灘，環繞湖西鄉南面的海岸，景色壯麗!

【貝殼教堂】是全台灣首座以心貝為形象的「貝殼教堂」裝置藝術，以沙

灘、貝殼、愛情、海潮及音律等元素為創意構想，外形猶如愛情的號角，

成為澎湖旅遊的新打卡熱點。 

 【澎湖傳統牽罟體驗(約 1小時)】牽罟就是使用地曳網來捕魚的漁撈方

式，其漁法是利用漲潮時由舢舨把網具放入海中，圍網兩端繫以繩索由岸

上兩端的人群合力將網具以倒退拉行的方式往岸上移動，參加拉網的人可

以參與分得漁獲!來澎湖當然不可以錯過體驗一下牽罟這種傳統的捕魚方

法! 

 【黑糖糕觀光工廠】黑糖糕是澎湖著名的土特產，您除了可以買到當日現

做的黑糖糕外，也能看到黑糖糕的製作流程，聞到剛出爐的香味! 

 【Pier 3 三號港】 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除了匯集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

氛及潮流品牌，這裏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 101 體驗館、星探索極限運

動場等休閒娛樂設施，讓您吃喝玩購一次擁有!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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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上牧場垂釣鮮美之旅  (EDMZG12WM) 
 

新台幣 1,200 /成人  

新台幣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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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小時 30 人   

 
現烤美味鮮蚵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 

 

 
馬公天后宮 

 【海上牧場釣魚趣】前往澎湖海上牧場享受釣魚的刺激與樂趣，體驗討海

人生並品嚐最新鮮的烤牡蠣、海鮮粥吃到飽！ 

o 海洋牧場:乘船來訪澎湖必遊的海上平台，以海為田、放魚為牧。利

用自然的海洋生態環境，將人工放流的魚蝦貝類聚集進行海上放

養。體驗誘釣海鱺魚，是時候展示您的釣技，眼明手快決勝一瞬

間！ 

o 現烤鮮蚵:享受海釣後盡情享用現烤美味鮮蚵及海鮮粥(無限量提

供)，用你的手藝，來滿足你唇齒之間的慾望！ 

 【馬公市區巡禮】馬公的故事從【天后宮】開始，【施公祠】、【萬軍

井】及【四眼井】娓娓道出澎湖發展逾四百年的歷史，澎湖人生活故事的

搖籃。時代變遷，走在老街中彷彿沿著歷史軌跡在探險似的，每個拐彎都

是一個驚奇風景! 

 【篤行十村眷村文化保存園區】全台最古老的眷村，是台灣已故歌手潘安

邦以及張雨生的故鄉，一棟棟日式木造老屋經翻修後改造成文創園區，各

式各樣的的裝置藝術令每個角落都成為復古好拍的場景。 

 【黑糖糕觀光工廠】黑糖糕是澎湖著名的土特產，您除了可以買到當日現

做的黑糖糕外，也能看到黑糖糕的製作流程，聞到剛出爐的香味! 

 【Pier 3 三號港】 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除了匯集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

氛及潮流品牌，這裏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 101 體驗館、星探索極限運

動場等休閒娛樂設施，讓您吃喝玩購一次擁有! 

溫馨提示:不建議有素食習慣的賓客報名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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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南寮古早味風情之旅 (EDMZG13WM) 
 

新台幣 1,900 /成人  

新台幣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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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時 30 人  

 
南寮社區 

 

 
漁灶炊煮 

 

 
奎壁山地質公園 

 【南寮在地農村生活趣】位於湖西鄉的南寮村，早期被稱作龜壁社區，純

樸的老漁村，在再造下規劃許多地景藝術，保留完整的菜宅、魚灶，處處

展現傳統澎湖的生活景況，一起來去秋冬遊澎湖，土窯農樂! 

o 漁灶炊煮: 「漁灶」是澎湖特殊的漁類加工方式，社區媽媽會示範用漁

灶烹煮食物，漁灶裡的狗蝦、小管，讓您品嘗在地最新鮮的傳統麵線

滋味。只要有灶，就有人煙，漁灶彷彿時光倒流一般，讓人感受到曾

經的熱鬧風光，重新復刻南寮傳統的生活樣貌!  

o 南寮社區浮球秘境導覽: 走進社區，兩旁的「浮球藝術裝置」十分搶

眼，有的繪成貓咪的表情、有的呈現繽紛的塗鴉，襯托出小村落的活

力。廢棄後的「漁網浮球」沒有變成垃圾，在巧手化腐朽為神奇之

下，浮球成為了社區的裝置藝術，點綴南寮的環境。 

o 炕窯卜寒竹: 深入了解小農的作息和前人的智慧，親身體驗控窯悶熟食

物的野外樂趣! 

o 傳統蒙面女郎體驗: 跟著當地人教導一步步把方巾摺出兩個像蝙蝠俠的

尖角，再用毛巾蒙住口鼻，成為道地的澎湖蒙面女郎吧! 

 【奎壁山地質公園】奎壁山是早期澎湖八景之一的「奎壁聯輝」，位於湖

西鄉北寮村北岸，遠望海岸時山壁像似一隻趴臥的巨龜，因此先人稱此為

龜壁山，後期才正名為奎壁山。每當退潮時會露出步道與赤嶼相連，宛如

摩西分海般的奇景，令人禁不住踏浪戲水!( 由於潮間帶每日依潮汐狀態

不同、其呈現地質景觀亦有所不同，敬請瞭解。) 

 【黑糖糕觀光工廠】黑糖糕是澎湖著名的土特產，您除了可以買到當日現

做的黑糖糕外，也能看到黑糖糕的製作流程，聞到剛出爐的香味! 

 【Pier 3 三號港】 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除了匯集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

氛及潮流品牌，這裏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 101 體驗館、星探索極限運

動場等休閒娛樂設施，讓您吃喝玩購一次擁有! 

溫馨提示:不建議有素食習慣的賓客報名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華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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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澎湖海派美食饗宴之旅 (EDMZG14WM) 
 

新台幣 2,000 /成人  

新台幣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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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時 30 人  

 
五星澎湖痛風海鮮餐饗宴 

 

 
風櫃洞 

 

 
澎湖傳統牽罟體驗 

 【澎湖喜來登海味食堂．五星澎湖痛風海鮮餐饗宴】秋冬遊澎湖，當然少

不了飽嚐秋冬蟹蝦肥美的滋味!以澎湖當季海鮮為主，體驗最道地的澎湖

新鮮，挑戰饕客的痛風指數，味蕾大滿足! 

 【風櫃洞】因潮進潮退時會發出像生火時的風櫃(鼓風箱)的聲音而得名，

風櫃洞位於風櫃半島的尾端，沿岸滿是柱狀節理狀的紅褐色玄武岩，著名

的三大奇觀「風櫃聽濤」、「水柱噴潮」、「海水抽吸聲」是來澎湖不可

錯過的景觀!  

 【林投公園】林投公園的沙灘綿延 3 個村落，尖山、林投與隘門，總長達

3,000 多公尺，是全澎湖最長的沙灘，環繞湖西鄉南面的海岸，景色壯麗!

【貝殼教堂】是全台灣首座以心貝為形象的「貝殼教堂」裝置藝術，以沙

灘、貝殼、愛情、海潮及音律等元素為創意構想，外形猶如愛情的號角，

成為澎湖旅遊的新打卡熱點。 

 【澎湖傳統牽罟體驗(約 1小時)】牽罟就是使用地曳網來捕魚的漁撈方

式，其漁法是利用漲潮時由舢舨把網具放入海中，圍網兩端繫以繩索由岸

上兩端的人群合力將網具以倒退拉行的方式往岸上移動，參加拉網的人可

以參與分得漁獲!來澎湖當然不可以錯過體驗一下牽罟這種傳統的捕魚方

法! 

 【黑糖糕觀光工廠】黑糖糕是澎湖著名的土特產，您除了可以買到當日現

做的黑糖糕外，也能看到黑糖糕的製作流程，聞到剛出爐的香味! 

 【Pier 3 三號港】 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除了匯集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

氛及潮流品牌，這裏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 101 體驗館、星探索極限運

動場等休閒娛樂設施，讓您吃喝玩購一次擁有! 

  

溫馨提示:  

- 不建議有素食習慣的賓客報名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 料理圖片僅供參考，實際以店家當日食材搭配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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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