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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梦号」岸上游览团 

航程: 香港/广州南沙–那霸–宫古岛–广州南沙/香港 

适用出发航次: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年11月30日 

 

生活的下一站，从来不会局限于一个目的地。和我们一起，踏上奇妙丰富的亚洲之旅，从阳光海滩上的第一

个脚印，寻觅至别有情调的潮牌店铺；从舌尖上的美食至探求新奇有趣的当地文化。前往那霸及宫古岛，我

们挚诚用心为您缔造难忘旅程，参与我们精心规划的游览团一同领略各地本土人情风味吧! 

 全程接驳: 为您精挑细选出代表性的景点，安排舒适的点对点交通衔接。 

 专业导游: 所有行程均由专业的普通话导游带领。 

 周到安排: 如果您需要素食或有特定的食物过敏，请在预订时通知我们的团队。 

 贴心保障:为您合理安排游览时间，无须担心回船时限，即使出现意外延误，我们也将带您安全返回

船只。 

 丰富选择: 挑选最适合您的游览团，与亲朋好友探索目的地。通过以下行程特色，备注及活动级别，

的说明请参阅以下信息。 

行程特色 备注 

 
用餐安排  景点观光  具年龄限制 

 
探索体验  历史名胜  宾客需签署免责声明 

 
购物与休闲  古今文化  不适合行动不便或乘坐轮椅的宾客 

     宾客需乘坐接驳船往返邮轮及岸上参加游览 

 

体能活动强度 

 中等  较强  剧烈 

行程具相当运动量，如涉及在高

低不平的地面上行走、上下坡楼

梯，建议穿着舒适防滑的鞋子。 

行程运动量较大，宾客需具备一定

体能。请考量自身身体状况并    

酌情参加。 

推荐给喜欢自我挑战、体力      

充沛的宾客。 

剧烈行程运动量，需要长时间段

的高度体力支出。活动或许需要

相关技能，如水肺潜水、           

风帆等。 

推荐给喜欢自我挑战、体力充沛

的宾客，如有相关活动经验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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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那霸 

现今是冲绳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的那霸市，古时亦是作为琉球王朝时代的首都─首里的外港而繁荣起来

的城市，它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也很频繁，首里城融合了中国和日本的建筑文化，让人领略到琉球王

朝时代的风貌。林立的店铺让您满载而归，除了逛街买东西外，还可以品尝用各种精选冲绳新鲜食材现场烹

饪的料理，享受极致冲绳魅力! 

私人订制 - 畅游感受冲绳那霸色彩 (WDNAH80) 收费视具体要求而定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 私人定制 最长 5.5 小时 2人起 - 

 

想要探索那霸的城市精华，享受一次完美旅程吗？在我们的私人定制游览中，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享受一次

量身打造的梦想旅程。 

您的专属旅游顾问将为您悉心定制旅游路线，并帮助您充分享受行程。无论是城市观光、购物娱乐亦或是享受美

食，一切精彩随心所欲，淋漓尽享。 

请提前 24小时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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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冲绳风味美食之旅 (WDNAH02WM) 
港币 730 /成人  

港币 68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 

 
冲绳自助烧烤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冲绳自助烧烤】冲绳人特爱热闹，BBQ 是流行的社交活动。前往品尝美

味无限量供应日式自助烧烤，享受无限品味的优质飨宴，绝对让您吃得痛

快饱足。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那霸城迹巡礼  (WDNAH01WM) 
港币 630 /成人  

港币 58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 

 
守礼门 (首里城)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都心购物商场】商场内有百元商店、电器行、百货公司、超级市场、

电影院、麦当劳、肯德基，以及跟东京同步流行的各式时尚精品，不论是

想尽情购物的妈妈们、追求时尚的粉领族、哈日族的辣妹美眉，亦或是喜

好电器科技产品的男士们，新都心购物城皆可满足您各式各样的购物需

求。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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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日本和牛．舌尖上的美味 (WDNAH04WM) 
港币 1,080 /成人  

港币 1,0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 

严选石垣牛、本部牛烧肉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严选石垣牛、本部牛烧肉】来到冲绳，您一定不可以错过日本的和牛，

严选出产于冲绳县北部的本部牛(Motobu Beef)及石垣岛的石垣牛(Ishigaki 

Beef)，美丽的大理石花纹、软嫩鲜甜的肉质、恰到好处的油花分布，光用

看的就吸引力十足！薄切时在炭火上烧烤一会儿，迸出的油脂极香，滋味

浓郁，令人无法抗拒，舌尖上的和牛美味给您无与伦比的味觉体验!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那霸购物美食之旅  - 菲力牛排、龙虾铁板烧料理 (WDNAH03WM) 
港币 980 /成人  

港币 9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 

 
菲力牛排、龙虾铁板烧料理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菲力(牛里脊)牛排、龙虾铁板烧料理】起源于日本却结合了日本料

理的严谨及西式料理的多元性，铁板烧已成为日式料理中的顶级代名

词。厨艺精湛的主厨在客人面前奉上精彩绝伦的烹饪表演，配合新

鲜、高档的食材，带给您视觉和味觉的极致享受。除了采用牛最柔嫩

的部位- 里脊肉(Tenderloin)烹调的菲力牛排、鲜味扇贝及半边龙虾给

您一场精彩的美食飨宴。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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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冲绳 Agu 黑毛猪美味游 (WDNAH05WM) 

港币 980 /成人  

港币 9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 

 
冲绳 Agu黑毛猪及鸡肉刺身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冲绳 Agu 黑毛猪及鸡肉刺身】于“绀”餐厅享用冲绳县特产 Agu黑毛

猪涮涮锅，配以含骨胶原汤底。冲绳 Agu黑毛猪，肉质柔软鲜美，肉味

浓、霜降比例高、油花分布绵密，吃起来入口即化、滋味甘美。您更可以

一尝肉质鲜甜可口的久米岛鸡肉刺身，不论刺身或涮涮锅都一样令人难

忘。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冲绳鲜滋味 - 金枪鱼解体表演 (WDNAH06WM) 
港币 1,280 /成人  

港币 1,2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限额 70 名 - 

 
金枪鱼解体表演 

 

 
金枪鱼料理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金枪鱼解体表演及金枪鱼料理】表演的主角是日本人最爱的金枪鱼，料

理师手起刀落将数十公斤重的吞拿鱼切块，观众可享用新鲜金枪鱼刺身，

块块肉色鲜嫩兼具光泽，蘸点豉油及芥末同吃，入口甜美，肥美的拖罗鱼

腩部分，油香十足，除了新鲜金枪鱼刺身，还可以享用日式料理如天妇

罗、烤鱼、炸物、味噌汤，爱尝海鲜及美食者便不要错过了。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魅力与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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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冲绳潮流时尚游 (WDNAH07NM) 
港币 380 /成人  

港币 3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约 4.5 小时 35 人 - 

 
濑长岛海风露台 

 【Umikaji Terrace 濑长岛海风露台】充满异国风情的濑长岛，洁白的建

筑配上冲绳蓝色大海，感觉十分像希腊，商场内有多间著名店家，好吃好

买少不了。这里可看冲绳大海美景，入夜后各个店家亮着温暖的昏黄灯

火，跟美丽的海岸线相互呼应，来充分享受这个美丽新地标吧!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冲绳「美式」风情游 (WDNAH08NM) 
港币 380 /成人  

港币 3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约 4.5 小时 35 人 - 

 
北谷町美国村 

 【北谷町美国村】北谷町曾在二战后被美军划为军事基地，其后在 1972 

年归还给日本，日本政府将该区打造成商业与住宅区。美国村分为购物

区、休闲娱乐区和运动区等，您还有机会看到不少年轻人在街头表演，来

亲身体验美日文化 Crossover 的滋味吧! 

 【AEON Mall Okinawa Rycom 永旺梦乐城冲绳来客梦】位于冲绳中部的

永旺梦乐城冲绳来客梦（ AEON Mall Okinawa Rycom） 可说是全冲绳最

大的 AEON 购物商场。卖场以日本本土连锁服饰和国外休闲品牌为主，

同时拥有多家美食餐厅，绝对是扫货血拚的好地方。 

冲绳艺术体验文化游 (WDNAH09NM) 
港币 580 /成人  

港币 5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约 5 小时 35 人 - 

 
首里琉染 

 【首里城(外观拍照)】建于 14世纪末的首里城，曾是琉球历代国王的居

住地，为琉球王国的象征，曾于二战中遭焚毁，后于 1992年展开重建。

首里城融合中国与日本文化而打造出独特的建筑样式，2000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首里琉染】琉染指琉球的印染工艺品，例如红型和琉球更纱。这里的手

帕花纹是用珊瑚礁沾上染料拓印出来的，纤细的花纹加上彩虹般的色彩，

令人惊艳。店内一楼销售琉球红型、和服、日用小礼品等，二楼展示琉球

王朝时期的美术工艺品。顶楼是进行和服创作和制作的工房，在这里可以

参观首里琉染的染色制作过程。游客还可动手体验首里琉染的染色操作。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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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霸单程接送(WDNAH99OW) 港币 100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 - - 35 人起 - 

单程接送 (不含导赏服务)的车票只限船上发售。服务只在所有的岸上观光游览团队出发之后才开始。如需了

解具体班次，请咨询我们的岸上游览部门。 

班车的下车点位于那霸市的国际通。单程时间约为 30分钟。请留意回船时限，合理安排游览行程。 

 

 

 

 

 

 

 

 

 

星梦 x 冲绳季节限定: 探索万座毛之美 (WDNAH10WM) 
港币 780 /成人  

港币 7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6 小时 35 人 - 

 
万座毛 

 【万座毛】位于冲绳县国头郡恩纳村海岸的万座毛是冲绳的名胜景观之

一。在天然海蚀与风蚀作用下，形成万座毛的海岸峭壁上有如大象鼻子形

状的海蚀洞，自然景色优美，万座毛此名的由来是因为 18世纪的琉球国

王尚继面对万座毛美景时曾咏叹：「万人座之毛（野原）」，有机会也可

欣赏这里的夕阳美景! 

 【国际通商业街】位于那霸市中心的国际通，自古便做为冲绳的商业中

心，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以惊人的速度复兴和发展，因

此又被称「奇迹大街」。在全长 1.6公里的大道两侧，百货店、餐厅、土

特产店、时装店鳞次栉比，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日式魅力与朝

气。 

温馨提示: 此团只适用于 2018 年 5 月 6 日至 9 月 16 日出发航次。 



适用于「世界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4 月 11 日更新 

* 行程时间包括交通用时，作为大约预计需时时间供参考。岸上游览团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布为准。 

8 / 13 

World Dream 

宫古岛 

宫古岛是宫古诸岛的主岛，位于冲绳本岛西南约 300公里的太平洋上。该岛由隆起的珊瑚礁构成，所以全岛地势

较低，呈平坦的高地状，拥有浑然天成的绝色美景，晴空碧海的一抹抹深浅蓝调，绘出醉人悠闲色彩，触动人心!

四周环海的宫古岛拥有超过 15个的海滩，而每个海滩不仅有通透的海水与细腻的白沙湾，更拥有独一无二的

自然景色，绵延的白沙湾在太阳的照射之下闪耀着光辉的蓝色渐层海洋，还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到珊瑚与热帯

鱼，如此绝色绝景，您又怎可以错过呢! 

北行宫古岛之旅 (WDHRR01WM) 
港币 830 /成人  

港币 78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池间大桥 

 

 
海中公园 

 

 【池间大桥】全长 1425米，是连结宫古岛北与池间岛离岛的跨海大桥。

从笔直延伸的桥上眺望蔚蓝闪耀的美丽海面，一眼望去还可以看到伊良部

岛、大神岛等星罗散布的诸多岛屿，放松心情享受海上散步的情趣。池间

岛这边也有小贩卖着池间岛的特产品，选购手信也很方便。 

 【雪塩制盐所】雪盐是世界上含矿物质种类最多的盐，于 2000年 8月荣

登吉尼斯世界纪录。另外，在被称为食品界奥林匹克的比利时世界食品博

览会上，2006年至 2008年连续 3年获得金奖。参观制盐所，学习雪盐的

使用方法，了解从宫古岛的蔚蓝大海中提炼出雪盐的秘密。亦可前往工厂

中的商店选购不同颗粒的雪盐和香皂、冰淇淋、面包等各种雪盐制品。 

 【海中公园】从海中参观设施的隧道往下走近百级阶梯到海底，近距离欣

赏五彩缤纷的热带鱼在宫古岛海洋世界畅泳的壮观景象。适合一家大小穿

着便服来享受宫古岛真正的海中世界。 

 【AEON MaxValu】场区内有超级市场、药妆店等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

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温馨提示: 海中公园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客人入内参观，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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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宫古岛之旅 (WDHRR02WM) 
港币 930 /成人  

港币 88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半潜水式水中观光船 

 【来间大桥及龙宫城展望台】来间大桥位于宫古岛西南部，开通于 1995

年，连接宫古岛及来间岛，全长 1,690米，是冲绳第一大桥。来间岛是一

座周长仅有 6.5公里的小岛，岛上有保留自然风貌的海滩，还有龙宫城展

望台，宾客可登上展望台一览宫古岛景致。 

 【半潜水式水中观光船】宫古岛海水清澈，前往乘坐观光船欣赏美丽的珊

瑚礁及色彩艳丽的热带鱼，享受海上风光，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 

 【德国文化村(外观拍照)】1873年(明治 6年)7 月, 宫古岛居民救起一批

落难的德国船员，德国为表谢意修建了博爱纪念碑，此后修建了这主题公

园，成为一座相当特别的观光景点。 

 【与那霸前滨海滩】宫古岛的代表景点之一，纯白的沙滩及洁净清澈的海

水绵延 7公里，如此美景被誉为日本最优秀的海滩之一。 

 【AEON MaxValu】场区内有超级市场、药妆店等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

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温馨提示:  

- 如上天气情况不佳而无法搭乘半潜水式水中观光船，此行程将会取消。 

- 半潜水式水中观光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客人入内参观，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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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东行宫古岛之旅  (WDHRR03WM) 

港币 780 /成人  

港币 7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东平安名崎 

 

 
Shigira Lift Ocean Sky 

 【与那霸前滨海滩】宫古岛的代表景点之一，纯白的沙滩及洁净清澈的海

水绵延 7公里，如此美景被誉为日本最优秀的海滩之一。 

 【东平安名崎】约 2公里的细长海岬，是代表宫古岛的名胜之一。远望海

岬末端，有座平安名崎灯塔，衬托出整个海岛迷人的景色。细长海岬加上

多颜色层次变化的海岸，令这里在 2007年被选为日本百景之一，可见其

美景的巨大吸引力。 

 【Shigira Lift Ocean Sky(包含单程缆车)】全长 283公尺的缆车于 2016

年开始启用，坐在缆车的吊椅上，宾客可以 360 度饱览宫古岛海天一色的

美景。 

 【AEON MaxValu】场区内有超级市场、药妆店等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

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温馨提示:   

- 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 时，小童必需由成人陪同。因安全理由，3 岁以下幼童不能乘坐。 

- 如遇上天气情况不佳而无法搭乘 Shigira Lift Ocean Sky，此景点将改为参观德国文化村 (外观拍照) 。 1873年(明治 6年)7月, 

宫古岛居民救起一批落难的德国船员，德国为表谢意修建了博爱纪念碑，此后修建了这主题公园，成为一座相当特别的观光景

点。 

 

伊良部岛之旅 (WDHRR04WM) 
港币 780 /成人  

港币 730 /小童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5 小时 35 人  

 
牧山展望台 

 

 
下地岛通池 

 【伊良部大桥及牧山展望台】于 2015年 1月开通的伊良部大桥，耗资 380

亿日圆打造，全长 3540米，是日本免费大桥中之首，开通后将宫古岛及

伊良部岛连接起来，前往伊良部岛及下地岛的优美海滩变得更方便。登上

牧山展望台，您可饱览伊良部大桥的美丽景致。 

 【下地岛通池】位于下地岛西面，由于海岸的钟乳石受海浪侵蚀，导致上

方局部崩塌形成池塘般的洞口，俗称「海洋池塘」。池底与海相通，海水

呈现深蓝色，地形非常稀有。 

 【渡口之滨海滩】位于西南方坐落着久负盛名的海滩渡口之滨，拥有 800

米长、50米宽的弓形海岸线。由于宫古岛没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没有沙石

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蓝指数，都是

冲绳县首屈一指。 

 【AEON MaxValu】场区内有超级市场、药妆店等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

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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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古浮潜之旅 (WDHRR05NM) 港币 1,030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约 5 小时 2 人, 限额 40 名     

 
浮潜 

 【伊良部大桥】于 2015年 1月开通的伊良部大桥，耗资 380亿日圆打

造，全长 3540米，是日本免费大桥中之首，您可饱览伊良部大桥两边水

天一色与无尽大海的美丽景致。 

 【浮潜】宫古岛被誉为是日本最美丽的海洋，多数来到宫古岛的访客或在

碧蓝大中尽情潜水，或在海滩上放松身心，享受远离都会喧嚣的惬意时

光。前往伊良部岛体验浮潜乐趣 ，进入使人着迷的蓝色世界。费用包含:

浮潜基本装备(呼吸管、面镜、救生衣、防晒衣及蛙鞋) 。 

 【渡口之滨海滩】位于西南方坐落着久负盛名的海滩渡口之滨，拥有 800

米长、50米宽的弓形海岸线。由于宫古岛没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没有沙石

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蓝指数，都是

冲绳县首屈一指。 

温馨提示:   

- 最低年龄要求：5 周岁或以上，12 周岁或以下需要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方可报名参加。65 岁或以上宾客不建议报名参加。 

- 宾客请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病历纪录，以决定是否适合参加此岸上游览团。  

- 此岸上游览团不建议以下健康状态的宾客参加: 怀孕; 近期曾接受手术; 正在服用处方药物或接受治疗;颈部、背部、膝盖及/或

肩部曾损伤; 患有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癫痫、呼吸道问题及/或身体残疾。  

- 不懂游泳的宾客，不建议参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动 (如浮潜、潜水、游泳及等等) 的岸上观光团。 

- 参加此岸上游览团的宾客衣服会被溅湿，建议带备毛巾、额外衣物、太阳帽、太阳眼镜及防晒用品，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 团队行程会根据天气情况和海上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宫古潜水之旅 (WDHRR06NM) 港币 1,730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约 5 小时 2 人, 限额 4 名     

潜水 

 【伊良部大桥】于 2015年 1月开通的伊良部大桥，耗资 380亿日圆打

造，全长 3540米，是日本免费大桥中之首，您可饱览伊良部大桥两边水

天一色与无尽大海的美丽景致。 

 【潜水】宫古岛被誉为是日本最美丽的海洋，多数来到宫古岛的访客或在

碧蓝大中尽情潜水，或在海滩上放松身心，享受远离都会喧嚣的惬意时

光。前往伊良部岛体验浮潜乐趣 ，进入使人着迷的蓝色世界。费用包含:

潜水基本装备(面罩、氧气筒、潜水衣及蛙鞋) 。 

 【渡口之滨海滩】位于西南方坐落着久负盛名的海滩渡口之滨，拥有 800

米长、50米宽的弓形海岸线。由于宫古岛没有高山和河流，所以没有沙石

流入海中，加上人口少污染少，沙粒的白滑程度及海水的碧蓝指数，都是

冲绳县首屈一指。 

 温馨提示:   

- 最低年龄要求：8 周岁或以上，12 周岁或以下需要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方可报名参加。65 岁或以上宾客不建议报名参加。 

- 宾客请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病历纪录，以决定是否适合参加此岸上游览团。  

- 此岸上游览团不建议以下健康状态的宾客参加: 怀孕; 近期曾接受手术; 正在服用处方药物或接受治疗;颈部、背部、膝盖及/或

肩部曾损伤; 患有心脏病、哮喘、糖尿病、癫痫、呼吸道问题及/或身体残疾。  

- 不懂游泳的宾客，不建议参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动 (如浮潜、潜水、游泳及等等) 的岸上观光团。 

- 参加此岸上游览团的宾客衣服会被溅湿，建议带备毛巾、额外衣物、太阳帽、太阳眼镜及防晒用品，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 团队行程会根据天气情况和海上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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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古阳光与海滩接送套票 - 含日式便当 (WDHRR07NM) 港币 420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5 小时 35 人    

 
与那霸前滨海滩 

 【与那霸前滨海滩】宫古岛的代表景点之一，纯白的沙滩及洁净清澈的海

水绵延 7公里，如此美景被誉为日本最优秀的海滩之一。除了悠闲地徜徉

在碧海蓝天之中享受日光浴及游泳，海滩上还有滑水、香蕉船等其他各式

水上活动可供娱乐(这些费用不包括在此行程内，客人需自行支付)，淋浴

及洗手间免费使用。(此景点逗留时间约 3-4小时) 

 【AEON MaxValu】场区内有超级市场、药妆店等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

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温馨提示:  

- 此团只限船上发售，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报名，并设有最高接待限额；本公司建议宾客尽早报名，以免因满额带来不便。 

- 宾客请先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病历纪录，以决定是否适合参加此岸上游览团。  

- 参加此岸上游览团的客人如欲参加水上活动，建议带备泳衣、毛巾、额外衣服及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 请于下车时带走您所有的个人物品。 

 

宫古岛往返巴士接送服务 (WDHRR99NM) 港币 120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程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 - 约 3 小时 35 人  

宫古岛往返接送服务只限船上发售。服务只在所有的岸上观光游览团队出发之后才开始服务。如需了解具体

班次，请咨询我们的岸上游览部门。 

往返接送服务的上下船点位于宫古岛 AEON MaxValu。请留意回船时限，并请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搭乘。 

温馨提示:   

- 由于宫古岛车辆数目有限，宾客或需等候搭乘巴士接送服务 (视情况而定)。 

- 请在下车时带走您所有的个人物品。 

 

 

 

 

 

 

 

 



适用于「世界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4 月 11 日更新 

* 行程时间包括交通用时，作为大约预计需时时间供参考。岸上游览团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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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岸上游览团注意事项 

1. 岸上游览团以港币计费。 

2. 小童优惠价适用于 11 周岁以下之小童，2 周岁以下婴儿免费。 

3. 部分岸上游览线路可能需要步行较长路程，消耗较多体力，请旅客在参加该类岸上游览团量力而为。 

4. 部分岸上游览线路设有最低人数标准，船方保留因成团人数不足而取消该团的权利。 

5. 所有岸上游览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报名，并设有最高接待限额；本公司建议阁下尽早报名，以免因满额

带来不便。 

6. 岸上游览票一经售出，恕不予退款，也不可以转让。 

7. 请旅客妥善看护私人物品。 

8. 旅客在码头内外或参加岸上游览期间，请注意安全，避免意外事故。 

9. 旅客在游览时请注意食品卫生，请不要在脏乱的环境下饮食。 

10. 岸上游览团是由当地旅行社安排，星梦邮轮只为该旅行社代售岸上游览团的套票。星梦邮轮（包括其工作人

员、职员及分支机构）将不会为该旅行社之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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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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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游

览地点、交通、住宿及餐饮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星梦邮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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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星梦邮轮（包括其工作人员、职员及分支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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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梦邮轮及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况。 

13. 旅行社有权根据以下几点拒绝旅客参加岸上游览或取消岸上游览： 迟到的旅客; 安全因素; 港口当地海关或

移民局要求; 及超越旅行社管辖范围之内的因素。 

14. 宣传刊物所列资讯在送印时皆为正确，星梦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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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梦邮轮保留最终决定权。 

15. 除了星梦邮轮船上之岸上游览柜台安排的相关交通服务以外，星梦邮轮将不对其他自由行旅客在所停靠港口

的交通服务负责，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交通服务不在星梦邮轮的可控范围内。 

16. 行程及价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详情参照船上岸上游览团资料为准。 

17. 如欲岸上游览则必须自备轮椅，建议使用轮椅的乘客要有亲友同行，而且同行者必须有能力在岸上和船上协

助该名乘客上/下船。有些港口需用接驳船方可登岸，请使用轮椅之乘客考量安全因素后选订岸上游览行程。

星梦邮轮将不会为旅客因使用轮椅于岸上游览行程中或引起之不便、不适等承担任何责任。如旅客有特别的

旅游行程需求，欢迎提前向星梦邮轮客服人员查询定制旅游行程。 

18. 行程图片仅供参考。 

注意事项: 

平安保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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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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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平安保险用途并非取代旅游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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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