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由 2018 年 3 月 3 日 至 6 月 3 日

處女星號岸上觀光行程
那霸–日本 
以下各行程提供普通話或英語導遊
SVNAH01NM
那霸精華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爲 36 人, 最多爲 800 人
收費:

港幣
港幣

460 元/成人
440 元/小童
守禮門






首裏城、守禮門–14 世紀末創建的首裏城，是琉球歷代國王的居住地，也是琉球王國的政治的中心。守禮門是屹
立在首裏城墻外的樓門。整體爲中國建築風格，兩層紅瓦飛檐屋頂采用了沖繩獨特的建築樣式。門上挂有「守禮
之邦」的橫扁，昭示天下「琉球是注重禮節之邦」。
AEON 購物商場–是日本常見的大型購物商場，販賣各式各樣的物品包括各種食物、服裝、家電等，以及沖繩縣生
産的所有日用品。關於各種流行服飾、鞋子、包包、小飾品等專賣店，以及餐廳、小吃應有盡有，必定能滿足您
不同的需要。
國際通–那霸最主要的街道，也是琉球最大的觀光購物中心。國際通兩旁有各大百貨公司、美食餐廳、精品服
飾、大型購物中心及各類娛樂場林立，最新流行信息及商品也包羅萬象，保證讓您滿載而歸！

SVNAH02NM
那霸休閑及購物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爲 36 人, 最多爲 800 人
收費:

港幣
港幣

420 元/成人
400 元/小童
Umikaji Terrace





Umikaji Terrace –總面積約 3,300 平方公尺，於 2015 年 7 月正式開幕。坐落於瀨長島的山坡上，呈現出意大利
南部海濱街道的氛圍。目前共集結約 50 間商店、設施，包括使用沖繩自産的當季食材製作料理的飲食店與物産直
送市場、販賣手工工藝品等紀念品的商店，以及宛如小型泡盛博物館一般的沖繩泡盛等設施。
Ashibinaa Outlet Mall–是沖繩的第一家廠家直銷購物中心，樓高 2 層猶如希臘神殿般的建築物，獨特的外型
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林總總著名品牌，以及位處 2 樓的各式餐飲店，可容納 600 多人同時用餐，讓您盡情
感受吃喝玩樂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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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由 2018 年 3 月 3 日 至 6 月 3 日
SVNAH05WM
民俗文化之旅–含餐
行程時: 約 6.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200 人
收費:
港幣$
580 元/成人
港幣$
560 元/小童
玉泉洞






午餐於當地餐廳。
玉泉洞王國村–沖繩獨特的隆起的珊瑚礁，在 30 萬年漫長的歲月中形成的玉泉洞，全長 5 公里，規模居日本第
二，其中景觀最為美麗的 890 米對外公開。洞中 90 萬支各式各樣的石筍鐘乳石，在華麗的燈光映照下，讓人猶如
置身於奇幻的世界之中，不禁讚歎大自然的巧奪天工！此外，傳統熱鬧的大鼓秀及民俗豐年祭舞蹈表演，海洋子民
嘹亮雄渾的歌聲，與毫不造作的輕快舞姿，看了讓人心曠神怡。
(玉泉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觀，但客人仍可以在王國村內其他景點遊覽。)
國際通 - 那霸最主要的街道，也是琉球最大的觀光購物中心。國際通兩旁有各大百貨公司、美食餐廳、精品服
飾、大型購物中心及各類娛樂場林立，最新流行信息及商品也包羅萬象，保證讓您滿載而歸！

SVNAH06WM
沖繩精選遊–含餐
行程時: 約 6.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 360 人
收費:
港幣$
650 元/成人
港幣$
630 元/小童
備註: 從碼頭至萬座毛需 1 小時單程。




萬座毛

午餐於當地餐廳。
萬座毛 –是代表沖繩的名勝景觀之一。因海浪長年侵蝕，石灰岩的懸涯峭壁形成了遠看猶如象鼻般的獨特造型。
18世紀的琉球國王面對萬座毛之美景曾詠歎：「萬人座之毛（野原）」，萬座毛由此而得名。周圍的野生植物群，
還被指定為沖繩縣的天然紀念物。這裡也是電影戀戰沖繩的拍攝地點。



玻璃底船–特制的遊覽船的船底裝有寬闊的透明玻璃，遊客可從船內觀賞海中絢麗多彩的珊瑚礁和色彩
鮮豔的熱帶魚。由船中底部的透明玻璃觀望窗窺視海底，在珊瑚礁中游來游去的熱帶魚就如同在桌面上
一樣，近在眼前。(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觀，建議可以附近沙灘拍照。)



北谷町美國村–北谷町曾在二戰後被美軍劃為軍事基地，其後在 1972 年歸還給日本，日本政府將該區打造成商
業與住宅區。美國村分為購物區、休閒娛樂區和運動區等，您還有機會看到不少年輕人在街頭表演，來親身體驗美
日文化 Crossover 的滋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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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由 2018 年 3 月 3 日 至 6 月 3 日
SVNAH07NM
海洋博公園之旅 –不含餐
行程時: 約 7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360 人
收費:
港幣$
560 元/成人
港幣$
540 元/小童
備註: 從碼頭至海洋博公園需 1.5 小時單程。




海洋博公園

海洋博公園 –搭乘專車到 1975 年由世界海洋博覽會場所改建成的海洋博公園，於 2002 年 11 月 1 日開幕的美麗
沖繩之海水族館，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生物水槽之一，首創全球于大水槽進行鯨鯊的養育和繁殖，並飼養各式各樣
的魚類多達 260 多種，有鯊魚、世界最大的軟骨動物「鬼蝠魟」及各種色彩鮮豔的熱帶魚，並展示美麗的珊瑚礁。
您還可親子共同觀賞可愛的海豚秀表演，聰明乖巧的海豚，不但溫馴可愛，活潑逗趣的演出，更是大人、小朋友的
最愛。
北谷町美國村–北谷町曾在二戰後被美軍劃為軍事基地，其後在 1972 年歸還給日本，日本政府將該區打造成商
業與住宅區。美國村分為購物區、休閒娛樂區和運動區等，您還有機會看到不少年輕人在街頭表演，來親身體驗美
日文化 Crossover 的滋味吧!

注意事項:
平安保險保障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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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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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12.

13.
14.
15.
16.

年齡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醫療費用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緊急醫護疏散費用
US$5,000
US$5,000
6 個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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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止所有保障而不向外
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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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優惠價適用於 12 歲以下之小童，小童 2 歲以下免費。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菜餐，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部分岸上遊覽團可能需要步行較長路程，消耗較多體力。請乘客在參加該等岸上遊覽團前注意其身體狀況。
部分岸上遊覽團設有最低人數標準，如人數未及標準，可不能成團。
所有岸上遊覽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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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遊覽團團隊票一經售出，屬不予以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請乘客保護好私人物品，謹防偷盜、搶劫。
乘客在碼頭內外或參加岸上遊覽團期間，請加陪小心，以防造成意外。
乘客外出時注意用餐衛生，請不要在髒亂的環境下飲用及用餐。
岸上遊覽團是由獨立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麗星郵輪集團只為該接待旅行社代售岸上遊覽團的套票。麗星郵輪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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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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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次序、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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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星郵輪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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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星郵輪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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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不受麗星郵輪集團及接待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接待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乘客參加岸上遊覽團或取消岸上遊覽團: 遲到的乘客; 安全因素; 移民清關; 及超越接待旅行社管轄範
圍之內的因素。
宣傳刊物所載資料在送印時皆為正確，麗星郵輪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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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星郵輪集
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除了麗星郵輪集團船上之岸上觀光櫃檯安排的相關交通服務以外，麗星郵輪集團將不對其他自由行乘客在所停靠港口的任何活動/交
通服務負責，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任何活動/交通服務不在麗星郵輪集團的控制範圍內。
行程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參照船上岸上觀光團資料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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