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適用於 2019 年 12 月 08 日出發航次

岸上觀光行程
鹿兒島 - 油津(宮崎)
 鹿兒島–日本 
以下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1100 (1200) – 2100 (2200)
SQKOJ01NM
櫻島精華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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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元/成人
新台幣
1,850 元/小童
櫻島火山展望台

 足浴溫泉 -熔岩海濱公園擁有著全長約 100 公尺的足浴溫泉，一邊泡著足浴一邊眺望著雄偉的櫻島群
山和錦江灣絕美景色吧!
 櫻島火山展望台 -「櫻島」，世界上僅存的「活火山」之一， 1914 年大爆發時，與鹿兒島的陸地連接
了起來。櫻島距鹿兒島市中心約 4 公里，因為地形的關係，不同時份火山景觀特色各異，故櫻島也被
稱為「七色島」，因為地形的關係，在不同時間及不同方向看上去大不相同。前往山腰可以眺望山頂
的展望台，近距離感受仍在噴煙的「活火山」魅力!
 吉野公園 -位於鹿兒島市東北的高台，這裡可以飽覽錦江灣、櫻島的景色，甚至遠處的霧島連峰及開
聞岳都能盡收眼底。為日本都市公園百選之一的吉野公園是鹿兒島其中一個最能欣賞當季花草樹木盛
放的景致的地點。
 天文館商店街- 位於鹿兒島市東北的高台，這裡可以飽覽錦江灣、櫻島的景色，甚至遠處的霧島連峰
及開聞岳都能盡收眼底。為日本都市公園百選之一的吉野公園是鹿兒島其中一個最能欣賞當季花草樹
木盛放的景致的地點。
溫馨提示:
客人需往上步行約 40 級的石級到達櫻島火山展望台。
有意參加足浴活動的賓客，建議帶備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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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KOJ02NM
鹿兒島魅力–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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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幣
2,200 元/成人
新台幣
2,000 元/小童
吉野公園



AEON Mall 永旺 - 佔地約 11 萬平方米，店舖包羅萬有，擁有約 200 家專賣店和娛樂設施的綜合性商
業設施，其中還有小吃街、各式美食餐廳，盡情享受購物及美食樂趣!



奄美之里 - 奄美之里庭園之內多是南國野生的色彩斑斕的花花草草,以及原汁原味的茅草房。



仙巖園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別名磯庭園，原是薩摩藩藩主島津氏的別墅和庭園，傳承到第 19
代藩主島津光久開始著手增建庭園。曾作為迎賓館接待皇族、俄羅斯皇太子以及英國皇太子等，足
見其豪華程度。整座庭園以周圍景觀協調融合的庭園而知名，櫻島作為築山，並以池水代表錦江
灣，雄偉的構圖加乘上名家巧思，呈現出壯大的景致。



吉野公園 - 位於鹿兒島市東北的高台，這裡可以飽覽錦江灣、櫻島的景色，甚至遠處的霧島連峰及
開聞岳都能盡收眼底。為日本都市公園百選之一的吉野公園是鹿兒島其中一個最能欣賞當季花草樹
木盛放的景致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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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KOJ03NM
鹿兒島休閑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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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元/成人
新台幣
2,100 元/小童
鹿兒島水族館



鹿兒島水族館 -館內的展示以鹿兒島灣內及鹿兒島沿岸生活的海洋生物為主題。館內水槽有乘著
「黑潮」洋流來到的鯨鯊、鰹魚和鮪魚，又有「西南群島」珊瑚礁吸引到熱帶魚貝類，還可以見到
充滿元氣的海豚利用「海豚水道」通往館外在晴空下暢泳的模樣!



吉野公園 -位於鹿兒島市東北的高台，這裡可以飽覽錦江灣、櫻島的景色，甚至遠處的霧島連峰及
開聞岳都能盡收眼底。為日本都市公園百選之一的吉野公園是鹿兒島其中一個最能欣賞當季花草樹
木盛放的景致的地點。
天文館商店街- 南九州數一數二的繁華鬧區，這裡有許多鄉土料理店、咖啡店和餐廳等美食好去
處，伴手禮店或精品店等商店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盡情享受購物及探索美食樂趣!




AEON Mall 永旺 - 佔地約 11 萬平方米，店舖包羅萬有，擁有約 200 家專賣店和娛樂設施的綜合性
商業設施，其中還有小吃街、各式美食餐廳，盡情享受購物及美食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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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KOJ04NM
鹿兒島世界文化遺產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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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元/成人
新台幣
2,000 元/小童

仙巖園



仙巖園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別名磯庭園，原是薩摩藩藩主島津氏的別墅和庭園，傳承到第 19
代藩主島津光久開始著手增建庭園。曾作為迎賓館接待皇族、俄羅斯皇太子以及英國皇太子等，足
見其豪華程度。整座庭園以周圍景觀協調融合的庭園而知名，櫻島作為築山，並以池水代表錦江
灣，雄偉的構圖加乘上名家巧思，呈現出壯大的景致。



尚古集成館 -「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由第 28 代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創建，館内介紹展示島津家
800 年的歴史及南九州文化，博物館建築物也被登録爲世界遺産之一。於 1865 年時竣工，是日本最
古老的石造洋式機械工廠。



城山展望台 -在 107 公尺高的城山公園展望台上，可以眺望鹿兒島市區和錦江灣及完整欣賞整座櫻島
的景致!



天文館商店街- 南九州數一數二的繁華市區，這裡有許多鄉土料理店、咖啡店和餐廳等美食好去
處，伴手禮店或精品店等商店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盡情享受購物及探索美食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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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津(宮崎)–日本 
以下行程提供華語導遊
1000 (1100) – 2000 (2100)
SQKMI01NM
宮崎精選遊–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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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元/成人
新台幣
2,200 元/小童
備註: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至碼頭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青島神社








青島神社–青島的周長僅有 1.5 公里，島嶼四周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 - 「鬼的洗衣板」的岩石包圍著。
由於被海浪切割成像洗衣板上的凸凹坑紋一樣,岩石因此而命名。被鬼斧神工的地質奇景包圍，在南國
的氣氛裡一窺青島神社的神秘面紗吧！神社因供奉「彦火火出見命」、「豐玉姫命」、「鹽筒大神」三
神，分別是保佑婚姻、順產、航海、交通安全的神明而著名。(備註: 日向神話館門票費用由客人自理。)
鬼之洗衣板–為日本國定天然記念物，從海中隆起的的水成岩長時間受到海浪的侵蝕，砂岩層層層堆積
形成現今如洗衣板的形狀，因而得名。
青島亞熱帯植物園–植物園除了將生長在青島上的各種植物重現之外，還有栽種更多不同亞熱帶植物。
植物園的正中央有著開闊的翠綠草坪，花圃還種滿各式各樣鮮豔花卉，還有一個如字母 M 造型建築的
大溫室，溫室中種植了豐富的熱帶植物，包括近 20 種的椰子樹，還有鳳梨、香蕉、木瓜及番石榴等。
甚至是阿拉比卡咖啡。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市內規模最大的購物中心，內有多間餐廳、藥妝店、流行服飾店，售賣各式各樣
的美食、服飾、美妝產品等，您可以品嚐宮崎在地滋味，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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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KMI02NM
宮崎歷史美景遊 –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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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 元/成人
新台幣
2,700 元/小童
備註: 碼頭至志布志灣大黑海豚樂園程時間約 50 分鐘單程。
都井岬







志布志灣大黑海豚樂園–海豚樂園是一間綜合性的悠閒遊樂場所，不僅適合各個年齡階層的人去遊玩，
在這裡你可以和海豚及企鵝近距離互動(費用由賓客自理。)，體驗日本這個島國特有的海洋文化。
都井岬–位於日南海岸最南端的岬角這片平緩連綿的丘陵地帶上，您可以遠眺大隈半島的燈塔，欣賞都
井岬的綠意和大海交織出的絕景。甚至有機會看到一種叫做禦崎馬的野生馬群在那兒吃草的景觀呢!
飫肥城–素來有「九州・小京都」之美譽的飫肥城是宮崎的代表性古城遺跡，這裡過去曾是繁華的城下
町，城鎮遍佈傳統街道，街道邊林立著傳統店舖、武士舊居、雅致的鯉魚池及古城舊址，一起來感受往
昔江戶時代城下町的風情。
中央通商店街–商店街內有林林總總的美食店、藥妝店、超市，您可以品嚐宮崎在地滋味，盡情享受購
物樂趣!

SQKMI03NM
宮崎文化及購物精華遊 –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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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 元/成人
新台幣
2,200 元/小童
備註: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至碼頭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鵜戶神宮

鵜戶神宮–是日本唯一的洞穴神社，據說這兒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父親的出生地。這兒最著名的
是位處海岸邊的石龜，據指如果可以把運玉投入石龜上方的洞穴中，祈求的願望便會成真，不少遊客在
此都會碰一碰運氣呢！這裏海邊天然洞窟內的朱紅色神宮、壯觀的奇嶙怪岩及明媚怡人的海岸風光讓鵜
戸神宮成為相當有特色的日本神宮之一。
青島神社–青島的周長僅有 1.5 公里，島嶼四周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 - 「鬼的洗衣板」的岩石包圍著。
由於被海浪切割成像洗衣板上的凸凹坑紋一樣,岩石因此而命名。被鬼斧神工的地質奇景包圍，在南國
的氣氛裡一窺青島神社的神秘面紗吧！神社因供奉「彦火火出見命」、「豐玉姫命」、「鹽筒大神」三
神，分別是保佑婚姻、順產、航海、交通安全的神明而著名。(備註: 日向神話館門票費用由客人自理。)
鬼之洗衣板–為日本國定天然記念物，從海中隆起的的水成岩長時間受到海浪的侵蝕，砂岩層層層堆積
形成現今如洗衣板的形狀，因而得名。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市內規模最大的購物中心，內有多間餐廳、藥妝店、流行服飾店，售賣各式各樣
的美食、服飾、美妝產品等，您可以品嚐宮崎在地滋味，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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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KMI04NM
宮崎日南太陽花園及購物之旅 – 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7.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6 人, 最多為 400 人
收費:
新台幣
2,600 元/成人
新台幣
2,500 元/小童
備註: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至碼頭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日南太陽花園- 摩艾石像

車遊日南海岸–日南海岸是指宮崎縣南部由青島到都井岬綿延 90 公里的海岸線，一覽無遺的美景被遴
選為國家指定公園。
日南太陽花園–公園坐落於風景優美，視野開闊的日南海岸的丘陵之上，是一座以地球、陽光、歷史和
浪漫為主題的海濱公園。公園裡最引人矚目的是背海而立的七座摩艾石像（Moai）。這些巨大的石像是
世界上唯一得到智利伊斯特島(復活節島)長老的許可，仿製的世界遺產-摩艾石像（Moai）的完整復製
品。
青島神社–青島的周長僅有 1.5 公里，島嶼四周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 - 「鬼的洗衣板」的岩石包圍著。
由於被海浪切割成像洗衣板上的凸凹坑紋一樣,岩石因此而命名。被鬼斧神工的地質奇景包圍，在南國
的氣氛裡一窺青島神社的神秘面紗吧！神社因供奉「彦火火出見命」、「豐玉姫命」、「鹽筒大神」三
神，分別是保佑婚姻、順產、航海、交通安全的神明而著名。(備註: 日向神話館門票費用由客人自理。)
鬼之洗衣板–為日本國定天然記念物，從海中隆起的的水成岩長時間受到海浪的侵蝕，砂岩層層層堆積
形成現今如洗衣板的形狀，因而得名。
宮崎 Aeon 購物中心–市內規模最大的購物中心，內有多間餐廳、藥妝店、流行服飾店，售賣各式各樣
的美食、服飾、美妝產品等，您可以品嚐宮崎在地滋味，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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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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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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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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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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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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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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