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 2018 年 8 月 26 日出發航次

岸上觀光行程
福岡及釜山岸上遊限定優惠
精彩福岡、釜山岸上觀光限定優惠

團號

價格(每位)

SQFUK80CB

新台幣 2,400

福岡城市購物之旅(不含餐)

及
釜山精華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福岡塔(不含觀景台門票) - 整體高 234 米，是日本最高的
海濱塔。福岡塔頂層的展望室位於地面以上 123 米處，透過
展望室 360 度大型全景落地窗，可以將福岡的街景及博多灣
美景盡收眼底。(備註: 客人可自費進入福岡塔，門票費用
為每位日幣 800。)
博多運河城 - 擁有許多人氣商店的複合型購物設施，飯店、
劇場、電影院、商店、餐廳、專賣店、展示廳等環繞著運河
而建，除了每天舉行的噴水秀之外，您還可在此盡情享受購
物、休閒及美食的樂趣!

福岡塔

Ref. SQFUK81CB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龍頭山公園及釜山塔(外觀拍照) - 公園的地形仿佛是一條面
朝大海的臥龍的頭部，故而取名爲龍頭山公園。公園占地面
積 69,000 平方米，百花簇成的花鐘，白山安熙濟先生的銅
象，以及釜山悠久的象徵性建築 - 高達 118 米的釜山塔等建
築物均坐落於此。
札嘎其市場 - 是韓國最大的海鮮市場，是釜山享用海鮮大餐
的首選，在此不但可一嘗鮮美的漁獲，滿足口腹之慾，還可
以感受市場的熱鬧。聽著落力的叫賣聲，可以體會難能可貴
的當地草根文化。
光復路時尚街 - 光復路位於釜山市中區光復洞，除了是文化
藝術和時尚的中心，也是購物和觀光的最佳地點。時尚街周
圍集聚了從平價到名牌的各種服飾店，珠寶、各種電子產品
店，路上到處皆可看到雕刻作品、花壇等，可謂是釜山最具
代表性的購物地點、國內外遊客喜愛的美麗文化街。
樂天免稅店–囊括了各種國內外知名品牌、娛樂設施、免稅
店銷售多達 500 多種品牌商品及韓國特產品，免稅店與百貨
商店、餐廳街、電影院以及購物街等相連，可以享受一站式
購物的便捷與樂趣，盡情享受愉快的購物時光!

龍頭山公園及釜山塔(外觀拍照)

Ref. SQPUS81CB

Updated on 6 July, 2018

Page 1 of 5

適用於 2018 年 8 月 26 日出發航次
 福岡–日本 
1500(1600)-2300(2359)
以下各行程提供普通話導遊
SQFUK01NM
福岡城市精華遊–不含餐
行程時: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爲 36 人, 最多爲 800 人
收費:
新台幣 1,500 元/成人
新台幣 1,300 元/小童
福岡城迹







福岡城迹 - 福岡城別名「舞鶴城」，是第一代福岡藩主黑田長政從慶長 6 年(1601)開始,費時 7 年建築
竣工的古城。目前保存下來的有多聞櫓，潮見櫓、大手門、下之橋御門、祈念櫓等，其中大天守閣成了
展望台。城迹為國家指定的歷史遺址。
大濠公園 - 第一代福岡藩主黒田長政在福岡城築城的時候，把當時博多灣河口的一部分(稱為草之江)掩
埋起來，作為福岡城的護城河(大堀)。大濠公園是日本國內屈指可數的水景公園， 湖周圍的步道約 2 公
里，可以一邊散步一邊欣賞附近迷人景致。
博多運河城 - 擁有許多人氣商店的複合型購物設施，飯店、劇場、電影院、商店、餐廳、專賣店、展示
廳等環繞著運河而建，除了每天舉行的噴水秀之外，您還可在此盡情享受購物、休閒及美食的樂趣!

SQFUK02NM
水之中道水族館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爲 36 人, 最多爲 400 人
收費: 新台幣 2,100 元/成人
新台幣 1,900 元/小童
水之中道水族館





水之中道水族館 (含入場門票)–於日本列島南端九州的福岡市。是於 1989 年 4 月，在國營海之中道海
濱公園文化遊樂勝地建成的水族館。 水族館以「對馬暖流」為展示主題，把奄美大島周圍的亞熱水族
從九州近海至山陰的溫帶系水族，北海道周圍的亞寒帶水族，沿著海流的流向，從南向北依次而展示
的。設施規模是以水量 2000 噸的海豚、海獅表演池為最大規模，展示著 20 種 120 多條鯊魚，水深 7
米，水量 1400 噸的全景大水槽。在室外設置了直徑 13 米、水深 15 米、水量 720 噸的鯨魚池等大小 70
多個展示水槽。暑假限定的「夜訪水族館」體驗，您有機會看到大約二萬條的斑點莎瑙魚在一個高 7 米
寬 24 米的巨大水缸里漫遊，閃閃發光的外觀就像海洋中的流星雨。
福岡 You Me town -為福岡市知名人氣大型購物中心，百貨物品應有盡有，彙集了各種生活雜貨、食
店、美妝店等，盡情享受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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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8 年 8 月 26 日出發航次
SQFUK03NM
福岡購物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爲 36 人, 最多爲 800 人
收費: 新台幣 1,500 元/成人
新台幣 1,300 元/小童
天神地下街





天神地下街 - 全長約 600 公尺貫穿南北的天神地下街，從 1 至 12 號有 150 多間流行服飾店、美食店、
書店等。地下街設計別具格調，模仿了 19 世紀的歐洲風格，地板用上石磚鋪成，天花板以圓拱形設
計，配上雕花，更覺雅緻，是遊客來到九州必去的景點之一。
博多運河城 - 擁有許多人氣商店的複合型購物設施，飯店、劇場、電影院、商店、餐廳、專賣店、展示
廳等環繞著運河而建，除了每天舉行的噴水秀之外，您還可在此盡情享受購物、休閒及美食的樂趣!

釜山–韓國
0900(1000) - 1700(1800)
以下各行程提供普通話導遊
SQPUS01NM
釜山精選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0 人
收費:
新台幣 1,200 元/成人
新台幣 1,000 元/小童

甘川文化村







甘川文化村 - 位處於當地半山腰，是以呈階梯式聚集在一起的房子們以巷弄為中心所形成的美麗村落，
有「釜山的馬丘比丘」之稱，被譽為釜山必去景點。在甘川文化村裡，旅客可以看到各式主題的小房
子，彩繪裝置藝術以及巷弄內的造型擺設等，千萬不要錯過跟當地著名地標 - 小王子和沙漠狐狸拍照
留念啊! (備註:文化村內爬坡及樓梯較多，行動不便及輪椅客人可於景點附近拍照。)
松島天空步道 - 松島雲端散步路全長 365 米，距離海面最高約 9 米。天空步道部分路段保留了玻璃或鏤
空步道，能夠透視橋下的海浪，走往海的深處，天空步道亦連接至龜島，島上有海龜、人魚與漁夫雕像
供拍留念，一邊吹著徐徐的海風，欣賞廣闊無邊的海景!
光復路時尚街 - 光復路位於釜山市中區光復洞，除了是文化藝術和時尚的中心，也是購物和觀光的最佳
地點。時尚街周圍集聚了從平價到名牌的各種服飾店，珠寶、各種電子產品店，路上到處皆可看到雕刻
作品、花壇等，可謂是釜山最具代表性的購物地點、國內外遊客喜愛的美麗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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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PUS02NM
釜山文化風情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0 人
收費:
新台幣
1,200 元/成人
新台幣
1,000 元/小童
備註:此團不適合輪椅或行動不便的賓客參加。
海東龍宮寺







海東龍宮寺–位於釜山東海岸的龍宮寺擁有遼闊海洋美景，寺廟由高麗恭愍王的王師懶翁大師創建於
1376 年，原名普門寺，是韓國三大觀音聖地之一。，該寺廟依山傍海，內有海水觀音、大雄殿、龍王
堂、窟法堂、四獅子三層石塔等景觀。(備註: 賓客須從龍宮寺入口必須下 108 階才能來到達寺廟，不
適合行動不便及輪椅客人。)
五六島 Skywalk –Skywalk 位於高達 35 公尺的懸崖上，用鐵製的支柱加上 24 片玻璃板，做成呈馬蹄
型，全長 15 公尺的玻璃步道。透過下方的透明玻璃可以看到海浪拍打著絕壁，給人強烈的刺激感。天
氣晴朗時或可看到日本的對馬島。(備註: 為保護強化玻璃，賓客需要套上專屬鞋套以進入步道。)
樂天免稅店–囊括了各種國內外知名品牌、娛樂設施、免稅店銷售多達 500 多種品牌商品及韓國特產
品，免稅店與百貨商店、餐廳街、電影院以及購物街等相連，可以享受一站式購物的便捷與樂趣，盡情
享受愉快的購物時光!

SQPUS03NM
釜山休閒及購物遊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0 人
收費:
新台幣 1,200 元/成人
新台幣 1,000 元/小童

海雲臺海水浴場







海雲臺海水浴場 - 是釜山的代表海水浴場，亦被譽為朝鮮八景之一，擁有寬廣沙灘與美麗傲人海岸
線，夏季必遊的美景勝地。
APEC 世峰樓 (Nurimaru APEC House) - 位於冬柏島上的圓形玻璃幕墻的世峰樓，是 2005 年 APEC
經濟領袖會議的場地，它是釜山人引以爲傲的建築。屋頂綫條模仿冬柏島輪廓，使整座建築與周圍環境
自然相融。在紀念館裏保留著 2005 年會議舉辦當時的模樣，發與會各國首腦的模型。你可以用與這些
“國家元首”合影留念啊！
札嘎其市場 - 是韓國最大的海鮮市場，是釜山享用海鮮大餐的首選，在此不但可一嘗鮮美的漁獲，滿
足口腹之慾，還可以感受市場的熱鬧。聽著落力的叫賣聲，可以體會難能可貴的當地草根文化。
光復路時尚街 - 光復路位於釜山市中區光復洞，除了是文化藝術和時尚的中心，也是購物和觀光的最佳
地點。時尚街周圍集聚了從平價到名牌的各種服飾店，珠寶、各種電子產品店，路上到處皆可看到雕刻
作品、花壇等，可謂是釜山最具代表性的購物地點、國內外遊客喜愛的美麗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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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8 年 8 月 26 日出發航次
注意事项:
平安保险保障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年龄

旅程期间因发生意外而须支付的医疗费用

旅程期间因意外而导致的紧急医护疏散费用

6 个月或以上

最高可达 5,000 美元(免赔额为美元 50 - 每一单)

最高可达 5,000 美元(免赔额为美元 50 - 每一单)

此平安保险由美亚保险承保, 所有条款细则及不承保事项，一概以美亚保险所发之保单为准。本公司有权对顾客终止所有
保障而不向外宣布。
平安保险用途幷非取代旅游保险，本公司强烈建议顾客出发前购买旅游保险，以获得更全面的旅游保障。

小童优惠价适用于 12 岁以下之小童，小童 2 岁以下免费。
岸上游览团可安排素菜餐，请于报名时提出有关要求。
部分岸上游览团可能需要步行较长路程，消耗较多体力。请乘客在参加该等岸上游览团前注意其身体状况。
部分岸上游览团设有最低人数标准，如人数未及标准，可不能成团。
所有岸上游览团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报名，幷设有最高接待限额；本公司建议阁下尽早报名，以免因满额带来不
便。
岸上游览团团队票一经售出，属不予以退款，也不可以转让。
请乘客保护好私人物品，谨防偷盗、抢劫。
乘客在码头内外或参加岸上游览团期间，请加陪小心，以防造成意外。
乘客外出时注意用餐卫生，请不要在脏乱的环境下饮用及用餐。
岸上游览团是由独立当地接待旅行社安排，丽星邮轮集团只为该接待旅行社代售岸上游览团的套票。丽星邮轮集团（包
括其工作人员、职员及分支机构）将不会为该接待旅行社之行为、疏忽、缺失或遗漏及／或旅客因岸上游览团而引至之
损失或伤害承担任何责任。
接待旅行社有权因应运作上的需要、天气情况及／或旅客之安全、舒适或享受需要而更改行程（包括，但不限于，观光
地点、交通、住宿及餐饮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丽星邮轮集团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上述变更而
引至旅客之损失、延误、不便、失望或费用等承担任何责任。
丽星邮轮集团（包括其工作人员、职员及分支机构）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至旅客之损失、伤害、索
偿、费用及支出而承担任何责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或战争威胁、动乱、灾难、天灾（包括，但不限
于，恶劣天气情况、风暴、海啸、地震及／或台风）、恐怖活动、火灾、交通工具技术故障、港口关闭、罢工及其他工
业行动、政府部门之行动或决定及其他不受丽星邮轮集团及接待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况。
接待旅行社有权根据以下几点拒绝乘客参加岸上游览团或取消岸上游览团: 迟到的乘客; 安全因素; 移民清关; 及超越接待
旅行社管辖范围之内的因素。
宣传刊物所载数据在送印时皆为正确，丽星邮轮集团保留更改条款及细则的最终权利而毋须事前通知。如有任何争议，
丽星邮轮集团保留最终决定权。
除了丽星邮轮集团船上之岸上观光柜台安排的相关交通服务以外，丽星邮轮集团将不对其他自由行乘客在所停靠港口的
任何活动/交通服务负责，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任何活动/交通服务不在丽星邮轮集团的控制范围内。
行程及价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详情参照船上岸上观光团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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