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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梦号」岸上游览团 –  大阪(神户港) 

航程: 上海– 大阪(神户港)– 上海 

适用出发航次: 2019 年 4月 12 日至 2019 年 6月 28日、9月 18 日及 9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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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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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以下行程特色，备注及活动级别的说明，挑选最适合您的游览团，与亲朋好友探索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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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乐(行程适合所有年龄的宾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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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自身身体状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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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神户港) 

停泊时间:0700 (0800) – 1600 (1700) 

神户位于日本西部的兵库县，毗邻大阪，是京阪神都会区的核心都市之一。由于神户是日本其中一个最早对

外通商的港口，特殊的历史背景让神户文化日洋融合。神户六甲山迷人浪漫的景色、北野异人馆的历史洋式

建筑群、名列日本三大古汤的有马温泉、繁华好逛的神户中华街，一起来探索神户的魅力吧!  

私人订制 - 畅游感受神户色彩 (EDUK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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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 - 私人定制 最长 6.5 小时 - 

 

想要探索神户的城市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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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话或 
英语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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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神户精华游 (EDUKB01NM) 

 

港币 680 /成人  

港币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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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时 35 人    - 

舞子公园 

北野天满神社 

六甲山展望台 

 【舞子公园】兵库县立第一个都市公园，现今是世界第一吊桥明石海

峡大桥(Pearl Bridge) 的门户，园内可以远眺海峡及明石海峡大桥景

致。 

 【北野异人馆街】坐落在俯视海港高台上的北野，至今仍留存着明治

时代遗留下来的异人馆 (为外国人的居住所建的房子。主要采用了西

洋风格的建筑)。随着 1968 年神户海港的开放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

里，在明治时代已有很多外国人来日居住此地,作为外国人住宅的异

人馆开始逐渐建起来。其中风见鶏之馆更因它的红砖外壁和尖塔顶上

的风标(风见鶏)成为北野异人馆的象征。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充满异国

风情的文化与历史，是个神户首屈一指的观光景点。  

 【北野天满神社】供奉着被称为「学识之神」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满神

社座落在北野神社的山丘上，历史悠久，毎年吸引许多参拜者前来朝

圣或祈求学业运，这里也是饱览神户港湾风景的绝佳地点!  

 【六甲山展望台】出自日本著名建筑师建筑师三分一博志的作品，以

树木的垂枝为设计意念，走在展望台上就像站在大树下，感受阳光透

过树枝撒下来的光影，六甲山的自然风貌尽收眼底。 

 【神户马赛克广场】这里是临海乐园，更是美食饕餮和购物的天堂! 

在楼高三层、色彩斑斓的临海建筑里，集中了约 90家商店、餐厅和

电影院等娱乐、购物设施，露天购物街。海港美丽景色让人目不转

睛，摩天轮和充满异国风情的红砖建筑，因其时尚的气氛吸引了众多

的游客及恋人情侣慕名前来，故亦有「恋人圣地」之称。 

 

 

 

 

 

 

 

 

 

 

 

普通话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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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神户须磨美景游 (EDUKB0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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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时 35 人 -    

神户市须磨海滨水族馆 

神户市须磨离宫公园 

生田神社 

 【神户市须磨海滨水族馆】水族馆总面积达 24, 000 平方公尺，展出

海洋哺乳类、甲壳类、软类动物及鱼类等水族生物共 600 多种。其中

精华看点包括鲨鱼和鹞鱼悠然畅泳的「波之大水槽」、有着高人气的

海豚表演的「海豚表演馆」，还有很多不同的设施等您来体验。 

 【神户市须磨离宫公园】过去曾为日本天皇的别墅「须磨离宫（武库

离宫）」，后修建而成公园。腹地广大、且伴随四季变化而有不同的

景色的植物园，最有名的为位于欧风喷水庭园中的「王侯贵族玫瑰

园」，春、秋季共有 180 种 4,000 株的玫瑰绽放。公园还有着过去旧

离宫风味的庭园等等，美丽的自然景致不可错过! 

 【生田神社】神社拥有 1,800 年以上的历史，是广为人知的姻缘神

社，不光是恋爱姻缘，生田神社也是初诣（日本的新年参拜）的热门

名所，许多信众会前来祈求健康及工作运势。社境内除了主殿之外，

还有许多小神社。绿意盎然、茂密的生田之森也是这个神社吸引人的

地方。 

 【南京町】神户中华街，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除了有许多中华料理

餐厅之外，因为曾经是外国商务往来频繁的港口，因此也有许多异国

风味的餐厅或甜点店在此发迹，千万不要错过精致又美味的神户伴手

礼!  

温馨提示: 神户市须磨离宫公园每周四闭园，5月 21日出发航次报名此团的宾客将改为参观北野异人馆街。 

 

 

 

 

 

 

 

 

 

 

普通话导游 



适用于「探索梦号」夏季航程 2019年 2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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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图片仅供参考。 

5 / 7 

World Dream 
日本名汤之旅: 有马温泉 (EDUKB03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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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时 35 人  

有马稻荷神社 

有马温泉 

北野异人馆街 

 【有马稻荷神社】相传舒明天皇与孝德天皇巡幸有马温泉时，在此建

造了有马行宫，并供奉稻荷大神为守护神。神社内处处可见稻荷大神

的使者-狐狸的石像。神社位于射场山半山腰，可将远方丹波群山风

光一览无遗，优美迷人的风景令人沉醉。 

 【有马温泉体验】日本三大古汤之一的有马温泉位于神户市北部叫六

六甲的地区，外汤以金之汤、银之汤、太阁之汤三种泉质为主，对身

体疗效各异，属世界罕见。体验当地正统日式温泉，在温泉中洗去身

体的疲惫，之后在温泉旅馆中享用丰富的午餐后，神清气爽地继续精

彩的旅程。 

 【北野异人馆街】坐落在俯视海港高台上的北野，至今仍留存着明治

时代遗留下来的异人馆 (为外国人的居住所建的房子。主要采用了西

洋风格的建筑)。随着 1968 年神户海港的开放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

里，在明治时代已有很多外国人来日居住此地,作为外国人住宅的异

人馆开始逐渐建起来。其中风见鶏之馆更因它的红砖外壁和尖塔顶上

的风标(风见鶏)成为北野异人馆的象征。在这里可以体验到充满异国

风情的文化与历史，是神户首屈一指的观光景点。  

 【南京町】神户中华街，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除了有许多中华料理

餐厅之外，因为曾经是外国商务往来频繁的港口，因此也有许多异国

风味的餐厅或甜点店在此发迹，千万不要错过精致又美味的神户伴手

礼! 

 温馨提示: 

 宾客于前往有马稻荷神社途中需步行约 50级楼梯。宾客建议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身体有刺青的客人不允许进入温泉。 

 

 

 

 

 

 

 

 

 

 

普通话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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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ream 
神户滋味魅力游 (EDUKB04WM) 

 

港币 1,230 /成人  

港币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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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小时 35 人 - 

神户布引香草园 

神户牛美食品味 

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玛林匹亚神户 

 【神户布引香草园(含空中缆车来回车票)】全日本规模最大的香草

园，搭乘空中缆车前往位于山顶的香草园，整个神户的景致一览无

遗，下车后，迎面而来的是香草花卉之景，香草园种植约有 75,000 

多株的花草植物，每个季节都能欣赏到不一样的景色，充满异国情调

的花园配合绝佳美景，难怪香草园被称为神户的后花园。 

 【神户牛美食品味】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神户牛」指产于兵库县的但

马牛，与松阪牛和近江牛并称，可谓到神户必食！神户牛的肉质入口

软嫩，有丰富的层次感和肉香，午餐于市内持有神户牛证书的餐厅，

品尝著名的神户牛，感受神户牛的魅力! 

 【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玛林匹亚 (MARINE PIA KOBE)】这里汇集了

女性时尚、绅士精品、童装和运动用品与户外休闲用品等受人们喜爱

的品牌、厂商的直营店。从知名品牌到世界美食，汇集了约 140家各

色店铺，购物城亦是眺望明石海峡大桥的绝佳地点，尽享购物与观光

的乐趣！ 

 

 

 

 

 

 

 

 

普通话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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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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刊物所列信息在送印时皆为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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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轮椅的宾客要有亲友同行，而且同行者必须有能力在岸上和船上协

助该名宾客上/下船。有些港口需用接驳船方可登岸，请使用轮椅之宾客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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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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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乘客需留意，任何有关疾病或伤亡之索赔申请均必须于事件发生之日起计三十（30）天内正式提交到我们的客户服

务中心。如乘客未能于上述日期内提交申请，本公司有权将该逾期申请定为无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