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岸上觀光行程
宮古島
 宮古島–日本 
各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0800 (0900) – 1700 (1800)
SQHRR01WM
北行宮古島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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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人
收費:
新台幣
2,800 元/成人
新台幣
2,600 元/小童
海中公園











池間大橋–池間大橋全長 1425 公尺，是連結宮古島北方與池間島間的離島跨海大橋。從筆直延伸的橋
上眺望蔚藍閃耀的美麗海面，一眼望去還可以看得到伊良部島、大神島等星羅散佈的諸多島嶼，放鬆心
情享受一下海上散步的情趣。池間島這邊也有小販賣著池間島的特產品，選購手信也很方便。
西平安名崎–位於宮古島西北方的美麗海岬，從這裡可以看到著名的池間大橋，岸邊還有許多風車。
雪鹽專門店–雪鹽是世界上含礦物質種類最多的鹽，於 2000 年 8 月榮登吉尼斯世界紀錄。另外，在被
稱為食品界奧林匹克的比利時世界食品博覽會上，2006 年至 2008 年連續 3 年獲得金獎。您可以在這裏
選購不同顆粒的雪鹽和香皂、冰淇淋、麵包等各種雪鹽製品，了解從宮古島的蔚藍大海中提煉出雪鹽的
美味秘密。
海中公園–從海中參觀設施內的隧道往下走近百級樓梯到海底, 那裡是五彩繽紛的熱帶魚在宮古島海洋
世界暢泳。男女老少都可以穿著便服來享受宮古島真正的海中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
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午餐於當地餐廳。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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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2NM
南行宮古島之旅–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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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人
收費:
新台幣
2,500 元/成人
新台幣
2,3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6 日，23 日 及 30 日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

來間大橋及龍宮城展望台–位於宮古島西南部，開通於1995年，連接宮古島及來間島，全長1,690公
尺。來間島是一座周長僅有6.5公里的小島，島上有保留自然風貌的海灘，還有龍宮城展望台，可登上
展望台一覽宮古島景致。
與那霸前濱海灘–是宮古島的代表景點之一，其純白的沙灘及潔淨透明海水綿延7公里，如此美景被譽
為日本最優秀的海灘之一。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宮古島海水清澈，乘坐觀光船於觀景室中欣賞美麗的珊瑚礁及色彩豔麗的熱帶
魚，享受海上風光和神秘的海底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
照。)
德國文化村（外觀拍照）–1873年(明治6年)7月, 宮古島居民救起一批落難的德國船員，德國為表謝意
修建了博愛紀念碑，此後修建了這主題公園，成為一座相當特別的觀光景點。進入「博愛紀念館」可
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8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此行程將會取消。

SQHRR03NM
東行宮古島 (西南樂園纜車) 之旅–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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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人
收費:
新台幣
1,900 元/成人
新台幣
1,7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及 2020 年 3 月 5 日，7 日，12 日，14 日

Shigira Lift Ocean Sky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







Ingya Marine Garden 海灘–地處海水深度較淺，受所有潛水初學者喜愛的天然海灘。
東平安名崎–細長約達2公里的海岬，也是代表宮古島名勝之一。遠望海岬末端，有座平安名崎燈塔，
襯托出迷人景色。細長海岬上加上多顏色層次變化的海岸，也在2007年被選為日本百景之一，可見其美
景吸引力。
Shigira Lift Ocean Sky (包含單程纜車) – 全長 283 公尺的纜車剛在 2016 年 4 月開始啟用，坐在吊椅上乘
客可以 360 度飽覽海天一色景色。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 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時，小童必需由成人陪同。因安全理由，3 歲以下幼童不能乘坐。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行程將改為參觀德國文化村，在文化村內的「博愛紀念館」
可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 8 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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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4NM
伊良部島之旅–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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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人
收費:
新台幣
1,600 元/成人
新台幣
1,450 元/小童
下地島通池








伊良部大橋及牧山展望台–於2015年1月開通的伊良部大橋，耗資380億日圓打造的大橋，全長3,540米，
是日本不收費大橋中最長的一條，開通後將宮古島及伊良部島連接起來，前往伊良部島及下地島的優美
海灘，方便了不少。登上牧山展望台，您可飽覽伊良部大橋的美麗景致。
下地島通池–位於下地島西面，由於海岸的鐘乳石受海浪侵蝕，導致上方局部崩塌形成為池塘般的洞
口，俗稱”海洋池塘”。池底與海相通，海水呈現深藍色，地形非常稀有。
渡口之濱海灘–位於西南方有一個甚負盛名的海灘渡口之濱，擁有800米長、50米闊的弓形海岸線。由
於宮古島沒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沒有沙石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藍
指數，是沖繩縣首屈一指。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SQHRR05NM
浮潛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3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4 人, 最多為 20 人
收費:
新台幣
3,900 元/成人
新台幣
3,900 元/小童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身體不適，輪椅客人，5 歲以下之小童及 60 歲以上之長者
** 參加此團的客人需要填寫聲明書
**此岸上遊覽團只接受預訂 (最少出發前一工作天前預訂)，名額根據最後確認為準。



浮潛

浮潛–宮古島被譽為是日本最美麗的海洋，多數來到宮古島的訪客或在碧藍大海中盡情潛水，或在美
麗海灘上放鬆身心，享受遠離都會喧囂的愜意時光。體驗浮潛樂趣，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界。
費用包括:
** 浮潛基本裝備 (呼吸管、蛙鏡及蛙鞋、救生衣、冬季時提供潛水衣)
** 此行程由日語/英語教練進行, 並沒隨團華語職員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乘客參加: 懷孕的乘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乘客;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乘客; 曾患有頸部、
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乘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乘客。

不懂游泳的乘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的岸上觀光團。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括隨團導遊，活動場地提供華語職員講解。

活動範圍沒有更衣室、廁所和淋浴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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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6NM
潛水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3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2 人, 最多為 4 人
收費:
新台幣
6,600 元/成人
新台幣
6,600 元/小童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身體不適，輪椅客人，5 歲以下之小童及 75 歲以上之長者
** 參加此團的客人需要填寫聲明書

潛水

 潛水 - 宮古島被譽為是日本最美麗的海洋，多數來到宮古島的訪客或在碧藍大海中盡情潛水，或在美麗
海灘上放鬆身心，享受遠離都會喧囂的愜意時光。前往伊良部島體驗潛水樂趣，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
界。
費用已包括: 潛水基本裝備（面罩、氧氣筒、潛水衣及蛙鞋）
** 此行程由日語/英語教練進行, 並沒隨團華語職員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乘客參加: 懷孕的乘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乘客;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乘客; 曾患有頸部、
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乘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乘客。

不懂游泳的乘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的岸上觀光團。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括隨團導遊，活動場地提供華語職員講解。

活動範圍沒有更衣室、廁所和淋浴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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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宮古島–日本 
各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1300 (1400) – 2000 (2100)
SQHRR09WM
北行宮古島之旅–含晚餐
行程時: 約 4.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 人
收費:
新台幣
2,900 元/成人
新台幣
2,700 元/小童
海中公園










池間大橋–池間大橋全長 1425 公尺，是連結宮古島北方與池間島間的離島跨海大橋。從筆直延伸的橋
上眺望蔚藍閃耀的美麗海面，一眼望去還可以看得到伊良部島、大神島等星羅散佈的諸多島嶼，放鬆心
情享受一下海上散步的情趣。池間島這邊也有小販賣著池間島的特產品，選購手信也很方便。
雪鹽專門店–雪鹽是世界上含礦物質種類最多的鹽，於 2000 年 8 月榮登吉尼斯世界紀錄。另外，在被
稱為食品界奧林匹克的比利時世界食品博覽會上，2006 年至 2008 年連續 3 年獲得金獎。您可以在這裏
選購不同顆粒的雪鹽和香皂、冰淇淋、麵包等各種雪鹽製品，了解從宮古島的蔚藍大海中提煉出雪鹽的
美味秘密。
海中公園–從海中參觀設施內的隧道往下走近百級樓梯到海底, 那裡是五彩繽紛的熱帶魚在宮古島海洋
世界暢泳。男女老少都可以穿著便服來享受宮古島真正的海中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
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晚餐於當地餐廳享用。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需
要。

SQHRR10NM
南行宮古島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4.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 人
收費:
新台幣
2,500 元/成人
新台幣
2,3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6 日，23 日 及 30 日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宮古島海水清澈，乘坐觀光船於觀景室中欣賞美麗的珊瑚礁及色彩豔麗的熱帶
魚，享受海上風光和神秘的海底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
照。
來間大橋及龍宮城展望台–位於宮古島西南部，開通於1995年，連接宮古島及來間島，全長1,690公
尺。來間島是一座周長僅有6.5公里的小島，島上有保留自然風貌的海灘，還有龍宮城展望台，可登上
展望台一覽宮古島景致。
與那霸前濱海灘–是宮古島的代表景點之一，其純白的沙灘及潔淨透明海水綿延7公里，如此美景被譽
為日本最優秀的海灘之一。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此行程將會取消。
Updated on Sep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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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11NM
東行宮古島 (西南樂園纜車) 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4.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240 人
收費:
新台幣
1,900 元/成人
新台幣
1,7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及 2020 年 3 月 5 日，7 日，12 日，14 日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







Shigira Lift Ocean Sky (包含單程纜車) – 全長 283 公尺的纜車剛在 2016 年 4 月開始啟用，坐在吊椅上乘
客可以 360 度飽覽海天一色景色。
Ingya Marine Garden 海灘–地處海水深度較淺，受所有潛水初學者喜愛的天然海灘。
東平安名崎–細長約達2公里的海岬，也是代表宮古島名勝之一。遠望海岬末端，有座平安名崎燈塔，
襯托出迷人景色。細長海岬上加上多顏色層次變化的海岸，也在2007年被選為日本百景之一，可見其美
景吸引力。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 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時，小童必需由成人陪同。因安全理由，3 歲以下幼童不能乘坐。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行程將改為參觀德國文化村，在文化村內的「博愛紀念館」
可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 8 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SQHRR12NM
伊良部島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4.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60 人
收費:
新台幣
1,600 元/成人
新台幣
1,450 元/小童
下地島通池








伊良部大橋及牧山展望台–於2015年1月開通的伊良部大橋，耗資380億日圓打造的大橋，全長3,540米，
是日本不收費大橋中最長的一條，開通後將宮古島及伊良部島連接起來，前往伊良部島及下地島的優美
海灘，方便了不少。登上牧山展望台，您可飽覽伊良部大橋的美麗景致。
下地島通池–位於下地島西面，由於海岸的鐘乳石受海浪侵蝕，導致上方局部崩塌形成為池塘般的洞
口，俗稱”海洋池塘”。池底與海相通，海水呈現深藍色，地形非常稀有。
渡口之濱海灘–位於西南方有一個甚負盛名的海灘渡口之濱，擁有800米長、50米闊的弓形海岸線。由
於宮古島沒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沒有沙石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藍
指數，是沖繩縣首屈一指。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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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宮古島–日本 
各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1500 (1600) – 2300 (2359)
SQHRR21WM
北行宮古島之旅–含晚餐
行程時: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60 人
收費:
新台幣
2,700 元/成人
新台幣
2,500 元/小童
海中公園







池間大橋–池間大橋全長 1425 公尺，是連結宮古島北方與池間島間的離島跨海大橋。從筆直延伸的橋
上眺望蔚藍閃耀的美麗海面，一眼望去還可以看得到伊良部島、大神島等星羅散佈的諸多島嶼，放鬆心
情享受一下海上散步的情趣。池間島這邊也有小販賣著池間島的特產品，選購手信也很方便。
西平安名崎–位於宮古島西北方的美麗海岬，從這裡可以看到著名的池間大橋，岸邊還有許多風車。
晚餐於當地餐廳享用。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需
要。

SQHRR22NM
東行宮古島 (西南樂園纜車) 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80 人
收費:
新台幣
1,900 元/成人
新台幣
1,7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及 2020 年 3 月 5 日，7 日，12 日，14 日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







Shigira Lift Ocean Sky (包含單程纜車) – 全長 283 公尺的纜車剛在 2016 年 4 月開始啟用，坐在吊椅上乘
客可以 360 度飽覽海天一色景色。
Ingya Marine Garden 海灘–地處海水深度較淺，受所有潛水初學者喜愛的天然海灘。
東平安名崎–細長約達2公里的海岬，也是代表宮古島名勝之一。遠望海岬末端，有座平安名崎燈塔，
襯托出迷人景色。細長海岬上加上多顏色層次變化的海岸，也在2007年被選為日本百景之一，可見其美
景吸引力。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 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時，小童必需由成人陪同。因安全理由，3 歲以下幼童不能乘坐。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行程將改為參觀德國文化村，在文化村內的「博愛紀念館」
可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 8 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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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23NM
宮古島風景遊–不含餐
行程時: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60 人
收費:
新台幣
1,900 元/成人
新台幣
1,750 元/小童

伊良部大橋




伊良部大橋及牧山展望台–於2015年1月開通的伊良部大橋，耗資380億日圓打造的大橋，全長3,540米，
是日本不收費大橋中最長的一條，開通後將宮古島及伊良部島連接起來，前往伊良部島及下地島的優美
海灘，方便了不少。登上牧山展望台，您可飽覽伊良部大橋的美麗景致。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宮古島–日本 
各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0630 (0730) – 1500 (1600)
SQHRR01WM
北行宮古島之旅–含餐
行程時: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20 人
收費:
新台幣
2,800 元/成人
新台幣
2,600 元/小童
海中公園











池間大橋–池間大橋全長 1425 公尺，是連結宮古島北方與池間島間的離島跨海大橋。從筆直延伸的橋
上眺望蔚藍閃耀的美麗海面，一眼望去還可以看得到伊良部島、大神島等星羅散佈的諸多島嶼，放鬆心
情享受一下海上散步的情趣。池間島這邊也有小販賣著池間島的特產品，選購手信也很方便。
西平安名崎–位於宮古島西北方的美麗海岬，從這裡可以看到著名的池間大橋，岸邊還有許多風車。
雪鹽專門店–雪鹽是世界上含礦物質種類最多的鹽，於 2000 年 8 月榮登吉尼斯世界紀錄。另外，在被
稱為食品界奧林匹克的比利時世界食品博覽會上，2006 年至 2008 年連續 3 年獲得金獎。您可以在這裏
選購不同顆粒的雪鹽和香皂、冰淇淋、麵包等各種雪鹽製品，了解從宮古島的蔚藍大海中提煉出雪鹽的
美味秘密。
海中公園–從海中參觀設施內的隧道往下走近百級樓梯到海底, 那裡是五彩繽紛的熱帶魚在宮古島海洋
世界暢泳。男女老少都可以穿著便服來享受宮古島真正的海中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
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午餐於當地餐廳。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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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2NM
南行宮古島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6.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60 人
收費:
新台幣
2,500 元/成人
新台幣
2,3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6 日，23 日 及 30 日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

來間大橋及龍宮城展望台–位於宮古島西南部，開通於1995年，連接宮古島及來間島，全長1,690公
尺。來間島是一座周長僅有6.5公里的小島，島上有保留自然風貌的海灘，還有龍宮城展望台，可登上
展望台一覽宮古島景致。
與那霸前濱海灘–是宮古島的代表景點之一，其純白的沙灘及潔淨透明海水綿延7公里，如此美景被譽
為日本最優秀的海灘之一。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宮古島海水清澈，乘坐觀光船於觀景室中欣賞美麗的珊瑚礁及色彩豔麗的熱帶
魚，享受海上風光和神秘的海底世界。(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
照。)
德國文化村（外觀拍照）–1873年(明治6年)7月, 宮古島居民救起一批落難的德國船員，德國為表謝意
修建了博愛紀念碑，此後修建了這主題公園，成為一座相當特別的觀光景點。進入「博愛紀念館」可
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8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半潛水式水中觀光船，此行程將會取消。

SQHRR03NM
東行宮古島 (西南樂園纜車) 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240 人
收費:
新台幣
1,900 元/成人
新台幣
1,750 元/小童
** 此行程將不適用於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及 2020 年 3 月 5 日，7 日，12 日，14 日

Shigira Lift Ocean Sky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







Ingya Marine Garden 海灘–地處海水深度較淺，受所有潛水初學者喜愛的天然海灘。
東平安名崎–細長約達2公里的海岬，也是代表宮古島名勝之一。遠望海岬末端，有座平安名崎燈塔，
襯托出迷人景色。細長海岬上加上多顏色層次變化的海岸，也在2007年被選為日本百景之一，可見其美
景吸引力。
Shigira Lift Ocean Sky (包含單程纜車) – 全長 283 公尺的纜車剛在 2016 年 4 月開始啟用，坐在吊椅上乘
客可以 360 度飽覽海天一色景色。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 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時，小童必需由成人陪同。因安全理由，3 歲以下幼童不能乘坐。
** 如遇上天氣情況不佳而無法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行程將改為參觀德國文化村，在文化村內的「博愛紀念館」
可接觸德國民俗風情，亦可登上 8 樓展望室，您還可能會見到心形礁石呢!
Updated on Sep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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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4NM
伊良部島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120 人
收費:
新台幣
1,600 元/成人
新台幣
1,450 元/小童
下地島通池








伊良部大橋及牧山展望台–於2015年1月開通的伊良部大橋，耗資380億日圓打造的大橋，全長3,540米，
是日本不收費大橋中最長的一條，開通後將宮古島及伊良部島連接起來，前往伊良部島及下地島的優美
海灘，方便了不少。登上牧山展望台，您可飽覽伊良部大橋的美麗景致。
下地島通池–位於下地島西面，由於海岸的鐘乳石受海浪侵蝕，導致上方局部崩塌形成為池塘般的洞
口，俗稱”海洋池塘”。池底與海相通，海水呈現深藍色，地形非常稀有。
渡口之濱海灘–位於西南方有一個甚負盛名的海灘渡口之濱，擁有800米長、50米闊的弓形海岸線。由
於宮古島沒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沒有沙石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藍
指數，是沖繩縣首屈一指。
AEON MaxValu–購物區內有超級市場、藥粧店、服裝店，售賣各式各樣的食物、服裝等，滿足您不同
需要。

SQHRR05NM
浮潛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3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10 人, 最多為 22 人
收費:
新台幣
3,900 元/成人
新台幣
3,900 元/小童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身體不適，輪椅客人，5 歲以下之小童及 60 歲以上之長者
** 參加此團的客人需要填寫聲明書
**此岸上遊覽團只接受預訂 (最少出發前一工作天前預訂)，名額根據最後確認為準。



浮潛

浮潛–宮古島被譽為是日本最美麗的海洋，多數來到宮古島的訪客或在碧藍大海中盡情潛水，或在美
麗海灘上放鬆身心，享受遠離都會喧囂的愜意時光。體驗浮潛樂趣，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界。
費用包括:
** 浮潛基本裝備 (呼吸管、蛙鏡及蛙鞋、救生衣、冬季時提供潛水衣)
** 此行程由日語/英語教練進行, 並沒隨團華語職員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乘客參加: 懷孕的乘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乘客;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乘客; 曾患有頸部、
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乘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乘客。

不懂游泳的乘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的岸上觀光團。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括隨團導遊，活動場地提供華語職員講解。

活動範圍沒有更衣室、廁所和淋浴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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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SQHRR06NM
潛水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 約 3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2 人, 最多為 4 人
收費:
新台幣
6,600 元/成人
新台幣
6,600 元/小童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身體不適，輪椅客人，5 歲以下之小童及 75 歲以上之長者
** 參加此團的客人需要填寫聲明書

潛水

 潛水 - 宮古島被譽為是日本最美麗的海洋，多數來到宮古島的訪客或在碧藍大海中盡情潛水，或在美麗
海灘上放鬆身心，享受遠離都會喧囂的愜意時光。前往伊良部島體驗潛水樂趣，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
界。
費用已包括: 潛水基本裝備（面罩、氧氣筒、潛水衣及蛙鞋）
** 此行程由日語/英語教練進行, 並沒隨團華語職員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乘客參加: 懷孕的乘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乘客;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乘客; 曾患有頸部、
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乘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乘客。

不懂游泳的乘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的岸上觀光團。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此岸上遊覽團不包括隨團導遊，活動場地提供華語職員講解。

活動範圍沒有更衣室、廁所和淋浴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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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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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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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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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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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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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及分支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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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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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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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d on Sep 13, 2019

Page 11 of 12

只適用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4 日出發航次
12.

13.
14.
15.
16.

麗星郵輪集團（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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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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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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