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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世界53天-南太平洋寻梦之旅岸上观光意向书 

 

尊敬的贵宾，您好！ 

 

欢迎参加歌诗达“大西洋号”环游世界53天-南太平洋寻梦之旅，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

由选择参加邮轮公司推荐的岸上观光项目。因当地接待资源有限，为了更好的安排您的岸上游览，

建议您在出发前做好选择，由组团社代收相关费用。每个港口可选择一条游览线路，每条线路可接

待人数有限，先报先得。 

请仔细阅读《歌诗达“大西洋”号2019年南太平洋航线岸上游参考行程》后，在以下表格选择

相应的线路。 

价格标准： 

 成人价格：12 周岁及以上客人； 

 儿童价格：3 周岁至 11 周岁客人(含 3 岁)； 

 免费：3 周岁以下（不含 3 岁），不占座位，无餐食。 

 

报名须知： 

 岸上观光线路产品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开放系统报名。 

 岸上观光各线路名额有限，请仔细阅读选择，每人每一站仅可选一项，先到先得。 

 报名选择后须于 72 小时内完成付款并签署合同，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报名系统自动删除。 

 此意向单不作为最终报名成功确认单，实际报名线路以签署的电子合同为准。 

 鉴于海上航行的特殊性，歌诗达邮轮公司将根据各航次港口停留时间安排，具体行程及线路

如有变更，最终确认信息请以船上旅游部门的通知为准。 

 标注 * 号的行程为具备一定的风险及特定体力要求，请注意。 

 

编号 线路名称 时长及餐食 
成人价（人民

币） 

儿童价人（人

民币） 

福冈（日本） 

02QI 糸島及博多拉面休闲之旅  约六小时（含餐） ￥763.00      □ ￥572.25      □ 

02QJ 
柳川市和太宰府天满宫 

约六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973.00      □ ￥729.75      □ 

01SX 宗像大社，栉田神社和博多运河

城 
约六小时（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QK 福冈全天游和朝日啤酒厂  约七小时（含餐） ￥805.00      □ ￥60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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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QL 水族馆海洋世界和运河城 约五小时（不含餐） ￥763.00      □ ￥572.25      □ 

7550   福冈接驳巴士 约一小时（不含餐） ￥105.00      □ ￥105.00      □ 

上海（中国） 

02N2 
上海城市精选之旅 

约四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343.00      □ ￥245.00      □ 

02N3 上海城市观光之旅 约五小时（不含餐） ￥343.00      □ ￥245.00      □ 

02N4   浦东全景游和上海中心大厦 约五小时（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N5 上海自由行 约五小时（不含餐） ￥273.00      □ ￥204.75      □ 

香港（中国） 

016K 敞篷巴士夜游香港  11/24 约三小时（不含餐） ￥343.00      □ ￥273.00      □ 

6154 
庙街夜市及灯光秀  11/24 

约四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763.00      □ ￥595.00      □ 

6141 初识香港  11/25 约五小时（不含餐） ￥273.00      □ ￥203.00      □ 

6155 东涌大屿山昂坪一日游 11/25 约五小时（不含餐） ￥483.00      □ ￥413.00      □ 

00U3 香港海洋公园一日游   11/25 约九小时（不含餐） ￥763.00      □ ￥572.25      □ 

00U5 
东荟奥特莱斯购物之旅  11/25 

约七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273.00      □ ￥203.00      □ 

苏比克湾（菲律宾） 

02B6 
苏比克湾海洋公园 

约六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B7 
苏比克野生动物园 

约六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2B8 
丛林环境生存训练营体验 

约五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2B9 
巴单半岛历史建筑群之旅 

约六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1043.00    □ ￥782.25      □ 

02BA PAMULAKLAKIN 森林自然文化

体验之旅 
约五小时（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2FQ 
苏比克湾水上乐园 

约四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693.00      □ ￥69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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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Z   
苏比克接驳巴士 

约三十分钟 （不含

餐） 
￥140.00      □ ￥140.00      □ 

拉包尔（巴布亚新几内亚） 

02W9 拉包尔火山游   约四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02VT 拉包尔历史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02VU 探秘日军飞机遗骸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02VV TAVURVUR 活火山和地热温泉

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努美阿（新喀里多尼亚） 

神秘岛（瓦努阿图）  

02QE 
*皮划艇泛舟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693.00      □ ￥525.00      □ 

02QF 
神秘岛浮潜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Y9  Keamu 村庄文化体验之旅  约两小时（不含餐） ￥595.00      □ ￥446.25      □ 

努库阿洛法（汤加） 

4977 
努库阿洛法历史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693.00      □ ￥693.00      □ 

4979 
岛屿邂逅与古老的汤加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525.00      □ ￥483.00      □ 

4980 
汤加塔布岛休闲游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763.00      □ ￥572.25      □ 

01MK 
Malinoa 岛与浮潜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含点心） 
￥2373.00    □ ￥2373.00    □ 

拉罗汤加岛（库克群岛）  

02IY 拉罗汤加岛发现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IZ 
泻湖巡航游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693.00      □ ￥519.75      □ 

02J0 四驱吉普陆路探索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02J1 
Aroa 海滩休闲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693.00      □ ￥5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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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岛（法属波利尼西亚）  

4953 泻湖巡游和野餐 约六小时（含午餐） ￥1393.00    □ ￥1044.75    □ 

4955 
海豚观赏探险之旅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840.00      □ ￥840.00      □ 

4952 
四轮驱动车观光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763.00      □ ￥572.25      □ 

4951 巴士环岛游 约四小时（不含餐） ￥560.00      □ ￥420.00      □ 

帕皮提（法属波利尼西亚） 12 月 16 日/12 月 17 日各选一条 

4941 
帕皮提西海岸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735.00      □ ￥551.25      □ 

4940 
四驱车全方位探险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735.00      □ ￥551.25      □ 

4943 
浮潜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693.00      □ ￥519.75      □ 

01OM 双体船与浮潜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875.00      □ ￥656.25      □ 

4939 大溪地东海岸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483.00      □ ￥362.25      □ 

波拉波拉岛（法属波利尼西亚） 

4963 
卡车环岛观光之旅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90.00      □ ￥367.50      □ 

4964 四驱车丛林历险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903.00      □ ￥677.25      □ 

4966 
玻璃底游船体验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90.00      □ ￥367.50      □ 

01S3 水下骑行 约两小时（不含餐） ￥1330.00    □ ￥1330.00    □ 

01S4 
水下漫步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980.00      □ ￥980.00      □ 

帕果帕果（美属萨摩亚） 

4805 文化交流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413.00      □ ￥309.75      □ 

4806 
乡村生活体验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13.00      □ ￥309.75      □ 

4807 图图伊拉精华游  约三小时（不含餐） ￥343.00      □ ￥257.25      □ 

4810 海滩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350.00      □ ￥26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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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O2 帕果购物之旅 约四小时（含餐） ￥588.00      □ ￥441.00      □ 

阿皮亚（萨摩亚） 

02R9 
维利马村精华游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RA 
塔法塔法海滩 

约五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553.00      □ ￥414.75      □ 

02R5 萨摩亚文化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805.00      □ ￥603.75      □ 

02R6 喜来登萨摩亚艾姬格蕾海滩度假

村休闲游  

约五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1190.00    □ ￥892.50      □ 

02R7 乌波卢岛自然之旅 约六小时（含餐） ￥1190.00    □ ￥892.50      □ 

02R8 沿海村庄和热带花园  约四小时（不含餐） ￥805.00      □ ￥603.75      □ 

苏瓦（斐济）  

026W 长尾船奈利利历史之旅  约四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4820 苏瓦城市观光及斐济博物馆之旅  约三小时（不含餐） ￥490.00      □ ￥455.00      □ 

4821 斐济乡村之旅以及传统民俗表演 约四小时（不含餐） ￥1043.00    □ ￥782.25      □ 

4824 萨瓦尼村庄&斐济博物馆 约四小时（不含餐） ￥693.00      □ ￥519.75      □ 

4825 森林保护区和徒步探险 约四小时（不含餐） ￥693.00      □ ￥519.75      □ 

02R4 海滩休闲一日游 约四小时（不含餐） ￥665.00      □ ￥553.00      □ 

维拉港（瓦努阿图） 

01PR 
埃卡苏普文化村之旅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1PX 
直升机体验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945.00      □ ￥945.00      □ 

01PZ 畅游梦之湾与浮潜体验  约四小时（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1PW 
泻湖巡游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1PY 
玻璃底船和浮潜之旅  

约一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13.00      □ ￥309.75      □ 

02SO Cascades 瀑布生态之旅 约三小时 （不含餐） ￥553.00      □ ￥414.75      □ 

塞班（北马里亚纳群岛） 

02QM 塞班南部精华游 约三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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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QN 军舰岛海滩之旅 约五小时（不含餐） ￥413.00      □ ￥309.75      □ 

01NL 
生态探险之旅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805.00      □ ￥603.75      □ 

01NM 全地形越野车之旅 约一小时（不含餐） ￥693.00      □ ￥553.00      □ 

01NO 潜水艇观光 约一小时（不含餐） ￥1085.00    □ ￥813.75      □ 

01NR 
塞班东部短途巡游 

约两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483.00      □ 

01N6 塞班北部短途巡游与购物 约两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佐世保（日本） 

00CE 
九十九岛及游船 

约三小时三十分钟

（不含餐） 
￥483.00      □ ￥362.25      □ 

02JO 九十九岛和海闪闪水族馆 约五小时（不含餐） ￥763.00      □ ￥572.25      □ 

02JR 
佑德稻荷神社&有田陶瓷公园 

约六小时三十分钟

（含餐） 
￥693.00      □ ￥519.75      □ 

00C9 豪斯登堡主题乐园 约七小时（不含餐） ￥1043.00    □ ￥782.25      □ 

02JM 平户市精华游 约六小时（不含餐） ￥623.00      □ ￥467.25      □ 

02JN 茶园生态自然之旅 约六小时（不含餐） ￥763.00      □ ￥572.25      □ 

02PQ 九十九岛，海闪闪水族馆和文化

体验之旅 推荐 

约五小时（含海鲜

餐） 
￥903.00      □ ￥677.25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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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冈（日本） 

 

02QI 糸島及博多拉面休闲之旅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含餐）                                              座位有限 

【糸島】在糸島的沙滩上漫步，可以听到吱吱的声响。这是石英颗粒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

。这种声音只有在非常纯净的海滩上才能听到。 

【二见浦夫妇岩】下一站是二见浦夫妇岩。由于玄海之上的夕阳如此美丽，二见浦夫妇岩

海滩被称为“日落夫妇岩”。这里也被称为樱井夫妇岩海滩，因为这两块在海岸边彼此依靠的

岩石用一根属于樱井神社的神圣草绳（注连绳）连接在一起， 并受黑田领主世代供奉。 

【一兰之森】然后，我们将前往“一兰之森”。一兰是世界上最专业的拉面公司，致力于

研究豚骨拉面。他们没有让菜单变得多样化，而是只专注于豚骨拉面。每一碗面都凝聚了超过

40位拉面专家的心血。他们一直在追求更高层次的拉面。 

【玛丽诺亚城】晚餐后，我们将前往玛丽诺亚城，那里是九州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然后

我们将返回港口。 

景点停靠时间： 

【糸島】: 约30分钟 

【二见浦夫妇岩】：约30分钟 

【一兰之森】：约50分钟 

【玛丽诺亚城】：约4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QJ 柳川市和太宰府天满宫                                          成人￥973.00          儿童￥729.7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柳川】我们将前往柳川市，这是一座怀旧城镇，依稀可见昔日作为城下町（城堡城）的

景象。柳川城堡建于1588年左右，当时被称为“水城堡”。这个名称源自城外纵横交错的护城

河。护城河是围绕城堡建造的渠道，通常会注满水，以阻挡敌人和野兽。柳川巡游就是乘坐小

船在这些护城河上进行的。春天樱花烂漫，夏天鸢尾花盛开，魅力无穷的河川美景令这里成为

日本的威尼斯。 

【北原白秋纪念馆】乘船游览之后，我们将参观北原白秋纪念馆。北原白秋是日本的著名

诗人。他于1885年出生于柳川。我们将参观明治时代建造的北原白秋的出生地。 

【太宰府天满宫】下一站是太宰府天满宫。神社坐落在占地3000英亩的广阔土地上。宁静

的花园内种植了6000棵梅树，神社本身就建在菅原道真的陵墓之上，而菅原道真在整个日本都

被尊崇为“天神”（日本神道教的“学问之神”）。据说，菅原道真生前乃心性和行事纯粹之

人，死后被奉为神明，受世人敬拜。离开神社后将在当地的纪念品商店停留，然后返回港口。 

景点停靠时间： 

【柳川】: 约30分钟 

【北原白秋纪念馆】：约30分钟 

【太宰府天满宫】：约5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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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SX 宗像大社，栉田神社和博多运河城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宗像大社】首先，我们乘车去宗像大社。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宗像大社自古以

来供奉“路神”，许多游客都来这里祈祷航海和陆地交通安全。 

10月1日至3日，宗像大社的秋季节期间将举办“御阿礼庆典”。大约有400艘装饰着五颜

六色旗帜和织物的渔船在海上航行一小时左右，把一个小型神龛从大岛运送到神凑。御阿礼庆

典是日本最著名的神社仪式之一。 

【栉田神社】下一站是栉田神社。栉田神社是博多人的信仰中心。您可以观赏常设于神社

内、一般只有祇园祭才会出现的彩饰山笠，也可观赏象征栉田神社、已有千年历史的古银杏。 

【博多运河城】博多运河城可能是福冈乃至九州最热闹的一个购物娱乐中心了，一条人造

小河穿行于5层楼高的运河城中，蜿蜒清澈，营造着一种清新舒适的购物氛围。您可以在那里

自由购物和用餐。 

景点停靠时间： 

【宗像大社】: 约60分钟 

【栉田神社】：约30分钟 

【博多运河城】：约11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QK 福冈全天游和朝日啤酒厂                        成人￥805.00        儿童￥603.75 

 游览时间：约七小时（含餐）                                              座位有限 

作为日本九州的首府，福冈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保留了其悠久丰富的历史和传统。 

【朝日啤酒厂】行程的第一站是朝日啤酒厂。我们将进入工厂内部，您可以看到啤酒酿制

的过程。通过导游您将全面了解啤酒制造流程并获得工厂提供的样品。 

【福冈塔（外观）】在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您将经过234米高的福冈塔。这座塔位于海

滨地区百道浜（海滩）的中心地带，建于1989年亚太博览会（Yokatopia）期间，以纪念现代

福冈市成立一百周年。 

然后您将在当地的餐厅享受晚餐。 

【博多运河城】晚餐过后，您可以在博多运河城享受自由的休闲时光。这是一座集娱乐和

购物于一体的“城中城”，里面有250家商铺、咖啡馆、餐馆、剧院、游戏中心、电影院、两

家酒店、娱乐天地供您消遣，您还能看到运河穿梭其中的奇妙场景。 

景点停靠时间： 

【朝日啤酒厂】: 约120分钟 

【福冈塔（外观）】：约30分钟 

【博多运河城】：约6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QL 水族馆海洋世界和运河城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海洋世界】首先，您将参观海洋世界“海之中道”，这是日本第一个在大型全景水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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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沙虎鲨，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展览保存完好的雌性巨口鲨标本的水族馆。 

【栉田神社】下一站将是栉田神社。博多祇园山笠是神社每年举办的祭典之一，其中“山

笠”是指巨大的装饰山车。它有一个昵称“栉田山”，深受博多人喜爱。 

【博多运河城】离开神社后，您可以在博多运河城（大型购物中心）自由购物。 

景点停靠时间： 

【海洋世界】: 约90分钟 

【栉田神社】：约20分钟 

【博多运河城】：约9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7550 福冈接驳巴士                                  成人￥105.00        儿童￥105.00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您将在码头搭乘接驳巴士，前往天神商业区，并搭乘接驳巴士自行返回。码头至天神单程

约 30分钟。 

温馨提示：1，票价包含往返车票。2，本行程不含导游。3，具体接驳巴士时刻表请咨询

邮轮旅游中心。 

 

 

 上海（中国） 

 

02N2 上海城市精选之旅                              成人￥343.00       儿童￥245.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豫园】离开港口后，您将乘车前往市中心，到达豫园商城后下车游玩。豫园商城（或“豫

园集市”）位于豫园旁边。最初，这里只有一座建于15世纪的寺庙（“城隍庙”）。如今，这

片区域有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市场，专门经营中国传统工艺品。您可以挑选一些古玩、绢扇、竹

器、贝雕、字画，或者品尝著名的上海小笼包（汤包）、菜包、鸡汤，体验一下上海文化。您

可以享受这段令人愉悦的旅程，然后带着珍贵的纪念品回家。 （不含豫园小门票）   

【外滩】您将继续游览外滩（中山路外滩），这是一条沿着黄浦江修建的宽阔大道。这条

重新修缮的位于吴淞江和老城区之前的人行步道就是著名的“外滩”，曾经是外国列强在上海

的“华尔街”。这个名字本身体现了半殖民地时代的特色：“外滩（Bund）”是一个盎格鲁-

印地语词汇，意为“堤岸”或“码头”。外滩西侧，人们匆忙而行，在办公楼里进进出出；河

岸另一侧，人们漫步而行，悠闲惬意。到了晚间，岸边空地上到处都是手牵手窃窃私语的年轻

情侣们。随后返回码头。 

景点停靠时间： 

【豫园】: 约90分钟 

【外滩】：约3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N3 上海城市观光之旅                                                       成人￥343.00       儿童￥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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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上海博物馆】离开港口后，您将乘车前往市中心，然后在上海博物馆下车。这座博物馆

收藏了12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 其中包括青铜器、瓷器、书法、绘画和雕塑等21种不同类别

的藏品。这些青铜器、陶瓷、绘画和书法藏品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品。 

【新天地】您的旅程将继续前往新天地（上海话发音：Shintidi，意思是“新的天和地”

[1] ，比喻“新世界”），那里是上海最繁华的购物、饮食和娱乐步行街区。该地区在狭小的

弄堂里重建了传统的19世纪中期的石库门（“石头大门”），其中一些毗邻的老房子如今已经

成了书店、咖啡馆、餐馆和购物中心。大多数咖啡馆和餐馆都有室内和室外座椅。无论工作日

还是周末，新天地都有热闹的夜生活，尽管浪漫的环境比喧闹的歌舞场所更常见。这里被视为

中国最早的生活方式中心之一。这里也是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一些公寓的价格甚至超过

了东京、纽约和伦敦。中国精英人士以及外企高管大多聚居于此。随后返回码头。 

景点停靠时间： 

【上海博物馆】: 约60分钟 

【新天地】：约9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N4 浦东全景游和上海中心大厦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上海中心大厦（含观光厅门票）】离开港口后，您将乘车前往浦东。参观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话发音：Zånhe Tsonshin Dasa; 字面意思：“上海中心的大楼”），这是上海浦东陆

家嘴的一幢632米（2073英尺）共128层的巨型摩天大楼。大楼里面有世界上最高的观景台（1

21层，561.25米）和世界上最快的电梯（速度高达20.5米/秒，相当于时速74公里或46英里）。

按照建筑顶部结构计算，该大楼是世界上第二高的建筑。上海中心大厦由国际设计公司Gensl

er设计，归属上海市政府，是全球首创最高三毗连超高建筑之一，其中另外两幢建筑是同在浦

东的金茂大厦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其分层结构采用高能效设计，包括9个独立区域，划分为

办公、零售和休闲用途。 

【陆家嘴金融区（车览）】随后乘车前往未来主义风格的陆家嘴金融区。这里位于浦东的

黄浦江（上海发源地）东岸，号称中国的“华尔街”，拥有1993年以前并不存在的宽阔大道和

高层建筑。 

【东方明珠（外观）】导游会带您到最佳的拍照地标——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滨江大道】之后沿着滨江大道漫步。此处位于黄浦江东岸，几乎与外滩平行。这里有许

多不错的餐馆。晚上来这里，吃顿饭或喝杯啤酒，欣赏外滩美景，生活再美好不过了。 

景点停靠时间： 

【上海中心大厦】: 约60分钟 

【陆家嘴金融区（车览）】：约30分钟 

【东方明珠（外观）+滨江大道】：约9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N5 上海自由行                                                                 成人￥273.00        儿童￥2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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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人民广场】您会被送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接下来是自由活动时间，请您自行安排。随

后我们将送您返回码头。 

景点停靠时间： 

【人民广场】: 约3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香港 （中国） 

 

016K 敞篷巴士夜游香港                               成人￥343.00       儿童￥273.00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我们将搭乘敞篷巴士，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欣赏香港的风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旅行，您

可以感受与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全程车览） 

【德辅道】此次行程将覆盖港岛的主要街道——德辅道。这条街上有许多公司总部，以及

许多著名的商店和办公室。中区是香港的中心地带，形成了香港的金融、商业和行政核心，其

高层建筑构成了这座城市传说的天际线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跑马地】跑马地是香港的一个住宅区，位于港岛北部。它是香港的早期社区之一，隶属

湾仔区，也是香港赛马会的两大赛马场之一“跑马地”赛马场所在地。 

【湾仔区】这趟旅程带您游览著名的湾仔区，您将看到香港第一条在水下建造的隧道——

海底隧道（CHT）。自建造以来，交通流量大增，使其成为香港和世界上最拥堵的道路之一。

弥敦道是九龙的主干道，上海街则是该区域的主要商业走廊。 

景点停靠时间： 

【敞篷巴士夜游香港】: 约90分钟 

温馨提示：1， 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

适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4        

 

6154 庙街夜市及灯光秀                                                     成人￥763.00        儿童￥595.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激光秀】首先，我们将去当地餐厅享用一顿地道晚餐。餐后我们将步行至文化中心，观

赏户外激光秀“灯光交响乐”。 

【庙街夜市】随后我们将前往庙街市场——香港最著名的露天市场，若想了解香港的一草

一木，生活中的红尘氤氲，庙街是不可错过的一处游览佳地。这里有出售各种手表、皮具、服

装和纪念品的摊档，其他特色人文风景包括粤剧名伶和算命师。 

景点停靠时间： 

【激光秀】: 约25分钟 

【庙街夜市】：约75分钟 

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4        

 



  

 

歌诗达“大西洋”号2019年南太平洋航线岸上游参考行程（2019年07月17日版） 

12  

6141 初识香港                               成人￥273.00      儿童￥203.00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太平山】离开港口，乘车前往太平山。如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游客来此参观，从太

平山顶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壮丽迷人的景色（不含观景摩天台门票），还可以沿山顶环回步径

环绕太平山顶欣赏美景。 

【赤柱市集】 接着我们将前往赤柱市集，这里有各式小商店及摊位，您可以自由寻宝，

也可以在旁边的海滨酒吧闲坐，听听海浪，感受小镇氛围。随后继续参观香港最大的珠宝工厂，

这里的艺术家们用著名的半宝石制作了许多倍受赞誉的设计精品。 

【香港仔】然后，您将前往香港仔参观，在这里体验“漂浮一族”的生活。我们将乘坐舢

板沿着小型水道蜿蜒而行，亲身体验旧日水上人家的生活。 

景点停靠时间： 

【太平山】: 约30分钟 

【赤柱市集】：约50分钟 

【香港仔】：约30分钟 

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5        

 

6155 东涌大屿山昂坪一日游                          成人￥483.00       儿童￥413.00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宝莲禅寺】我们将前往 “东涌”新城，换乘大屿山巴士，然后前往宝莲禅寺，参观雄

伟的大佛和附近的庙宇。 

【昂坪市集】接下来参观昂坪市集。“昂坪巿集”是一个富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主题市集，

汇聚大屿山的风俗和文化。 

【大澳】 “大澳”是香港现存最著名的渔村，有“香港威尼斯”之誉。尤其是建于水上

的“棚屋”也是这里一大特色。游览结束后您将通过换乘巴士返回东涌，然后乘坐巴士返回码

头。 

景点停靠时间： 

【宝莲禅寺+昂坪市集】: 约60分钟 

【大澳】：约60分钟 

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5        

 

00U3 香港海洋公园一日游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九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香港海洋公园】您将离船转乘旅行车前往香港海洋公园——在这座世界著名的主题公园

里，40个景点将分别带您观赏令人惊叹的海洋生物、自然美景以及体验激动人心的游乐设施。

公园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族馆（环礁）之一，并在东南亚地区的同类设施内首屈一指。其他景

点包括海狮、海豚、鸟类、红雄猫和大熊猫展览。除了动物之外，各类惊险游乐设施将让您度

过充满乐趣的一天。自由享受主题公园的各种乐趣吧。    

    景点停靠时间： 

【香港海洋公园】: 约4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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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5        

 

00U5 香港东荟奥特莱斯购物之旅                                       成人￥273.00       儿童￥203.00 

 游览时间：约七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宝石厂】您将离船转换旅行车。第一站，您将参观宝石厂批发处——香港是全球领先的

宝石交易中心之一。除了高水准的工艺和设计之外，此处还属于免税区，因此可以淘到价廉物

美的宝石。可以在工厂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辨识宝石，并以出厂价（含证书）购买。 

【青马观景台】继续购物之前，将在青马观景台下车拍照，在那里您将看到连接新香港机

场的壮观的青马大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能够同时承载车辆和火车。 

【东涌新城】然后，这趟旅程将继续前往东涌新城。您将在东涌站出口停留——作为香港

第一家折扣商城，东荟城奥特莱斯入驻了80多个国际品牌，每年提供至少30-70%的折扣，涵盖

设计师时尚、运动、美容、配饰、童装和家居用品。那里还有一个水疗中心、多屏幕电影院、

酷炫餐厅以及亚洲最大的户外活动喷泉。距离香港国际机场约10分钟车程，东荟城是“最后一

刻”购物的绝佳选择。 

景点停靠时间： 

【宝石厂】: 约60分钟 

【青马观景台】：约20分钟 

【东涌新城】：约240分钟 

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 本行程适用于11/25        

 

 

 苏比克湾 （菲律宾） 

 

02B6 苏比克湾海洋公园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苏比克海洋公园】它是全亚洲唯一建设于天然海域的海洋公园，位于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地区，面向自然纯朴的 Camayan 海滩，背靠郁郁葱葱的 West Ilanin 原始森林，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公园的一大特色是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海洋和野生动物保护，并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愉快

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健康娱乐活动。您将观看有趣的海豚表演，这些海豚们是直接围海饲养并训

练的。还将看到精彩的海狮表演及野生动物表演。返回港口前，我们将在当地购物中心自由活

动，您可以挑选心仪的手信赠送亲友。 

景点停靠时间： 

     【苏比克海洋公园】: 约18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B7 苏比克野生动物园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苏比克野生动物园】多样的地形，潺潺的溪流和广袤的草原，使园区拥有各种各样的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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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各种珍奇动物提供了舒适的栖息地。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老虎、狮子、鳄鱼等凶

猛的野生动物，还有鸵鸟、骆驼、斑马、猴子等在此漫游嬉戏。与传统动物园不同的是，在这

里，您将有机会与这些珍奇动物亲密接触，并通过导游的讲解，提高对这些物种的认识和关注，

从而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与大自然进行沟通。最重要的是，只有在这里， 您才有机会体验这样

的冒险之旅，与动物们近距离接触，领略真正的野生动物园风光。 

返回港口前，我们将在当地购物中心自由活动，您可以挑选心仪的手信赠送亲友。 

景点停靠时间： 

【苏比克野生动物园】: 约18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  

 

02B8 丛林环境生存训练营体验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丛林环境生存训练营】丛林环境生存训练（JEST）营是冒险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您可

以亲身体验当地原住民的丛林生存技能， 通过观赏大自然并在大自然中冒险，徒手学习各种

技能，了解如何与神奇的大自然互动，与可爱的动物，小型生物以及植物亲密接触，相信这一

定会成为让您难忘的体验。 

返回港口前，我们将在当地购物中心自由活动，您可以挑选心仪的手信赠送亲友。 

景点停靠时间： 

【丛林环境生存训练营】: 约18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驱蚊剂。 

 

02B9 巴单半岛历史建筑群之旅                                     成人￥1043.00        儿童￥782.2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巴单半岛历史建筑群】在本次行程中，您将领略菲律宾阿酷扎历史建筑文化村独一无二的

美。漫步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小路，沉浸在菲律宾浩瀚而美丽的海景中，您将欣赏到蔚为壮观的融

合了菲律宾典雅传统元素的建筑，相信您一定会为工匠们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之后于

村内享用大厨们精心烹制的当地特色午餐，感受当地人的热情好客。 

景点停靠时间： 

【巴单半岛历史建筑群】: 约12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需要脱鞋（包括拖鞋）才能进入室内。 

 

02BA PAMULAKLAKIN 森林自然文化体验之旅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PAMULAKLAKIN 森林】我们将前往苏比克湾的 Pamulaklakin 森林中参观阿埃塔人的林中

小屋。您将有机会了解当地土著的生活方式。阿埃塔人将向您展示丛林生存技巧，比如用竹竿

野外生火和野炊，他们还将为您表演有关在森林中采集食物的主题舞蹈，让您领略他们的文化

风俗。 

返回港口前，我们将在当地购物中心自由活动，您可以挑选心仪的手信赠送亲友。 

景点停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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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ULAKLAKIN 森林】: 约6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 

 

02FQ 苏比克湾水上乐园                                                    成人￥693.00        儿童￥693.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充气岛】在亚洲最大的浮动游乐场 - 充气岛享受半天时间。 占地面积总共 3,400平方

米，相当于 8个篮球场并排放在一起。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水上娱乐设施。 您可以进入海滩

区，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和碧海蓝天。 接下来您将品尝的烧烤午餐。 

景点停靠时间： 

【充气岛】: 约24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驱蚊剂。 

 

754Z 苏比克接驳巴士                                                      成人￥140.00         儿童￥140.00 

 游览时间：约三十分钟（往返，不含餐）                                    座位有限 

您将在码头搭乘接驳巴士，前往 Harbour Point商场，并搭乘接驳巴士自行返回。码头至

商场单程约 15分钟。 

温馨提示：1，票价包含往返车票。2，本行程不含导游。3，具体接驳巴士时刻表请咨询

邮轮旅游中心。 

 

 

 拉包尔（巴布亚新几内亚） 

 

02W9 拉包尔火山游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拉包尔火山】拉包尔火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群，它的名字来自处于火山包围中的拉包尔

镇。拉包尔火山群有很多火山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Tavurvur火山，这是因为它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面对拉包尔镇的剧烈喷发，它位于火山群外围，海拔688米。因为位于活跃火山群的边缘，

拉包尔镇常年受火山喷发的威胁。 它环绕着辛普森港，是在德国殖民统治期间（1884~1919）,

由德国人规划和建设的。到访拉包尔火山观测台，会让您了解火山系统的知识，并且看到众多

的火山口。 

【地热温泉】展示在地热温泉中煮鸡蛋。 

【拉包尔历史博物馆】拉包尔历史博物馆收藏和展示了East New Britain’s各个历史阶

段的藏品和遗迹。生动的再现了拉包尔丰富的历史，包括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殖民统治

期间的遗物。 这里是探寻East New Britain和拉包尔历史的最佳场所。 

【拉包尔市场】体验当地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去拉包尔露天市场，忙碌和充满色彩，在这

里可以买到当地热带蔬菜和水果。 

景点停靠时间： 

【拉包尔火山观测台】约20分钟 

【地热温泉】约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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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包尔历史博物馆】约20分钟 

【拉包尔市场】约2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行程顺序和时间将会根据运作需要、道路状况和每个

景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切勿近距离接触火山温泉。步行将涉及高低不平的地面，因此行程

不推荐行动不便的人士参加。 

 

02VT 拉包尔历史之旅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拉包尔历史博物馆】拉包尔历史博物馆收藏和展示了East New Britain’s各个历史阶

段的藏品和遗迹。生动的再现了拉包尔丰富的历史，包括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殖民统治

期间的遗物。 这里是探寻East New Britain和拉包尔历史的最佳场所。 

【山本五十六地下指挥所】这里是拉包尔全城的防空系统和探照灯的控制中心。具有坚实

的水泥结构，在同盟国的空袭中幸存下来。据说山本五十六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晚，第

二天他的座机就被美军飞机击落。 

【拉包尔火山】拉包尔火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群，它的名字来自处于火山包围中的拉包尔

镇。拉包尔火山群有很多火山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Tavurvur火山，这是因为它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面对拉包尔镇的剧烈喷发，它位于火山群外围，海拔688米。因为位于活跃火山群的边缘，

拉包尔镇常年受火山喷发的威胁。 它环绕着辛普森港，是在德国殖民统治期间（1884~1919）,

由德国人规划和建设的。到访拉包尔火山观测台，会让您了解火山系统的知识，并且看到众多

的火山口。 

【地热温泉】展示在地热温泉中煮鸡蛋。 

【拉包尔市场】体验当地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去拉包尔露天市场，忙碌和充满色彩，在这

里可以买到当地热带蔬菜和水果。 

景点停靠时间： 

【拉包尔历史博物馆】约20分钟 

【山本五十六地下指挥所】约20分钟 

【拉包尔火山观测台】约20分钟 

【地热温泉】约30分钟 

【拉包尔市场】约2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行程顺序和时间将会根据运作需要、道路状况和每个

景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切勿近距离接触火山温泉。步行将涉及高低不平的地面，因此行程

不推荐行动不便的人士参加。 

 

02VV 探秘日军飞机遗骸之旅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日军飞机遗骸之旅】在被1984年火山大喷发摧毁的老拉包尔机场，就在旧的跑道边上，

是一架被盟军击落的日军零式战斗机残骸，已经被火山灰半埋在了地下。拉包尔旧的机场在

1984年火山大喷发时被完全摧毁，在Matupit岛上的同一区域，在椰子树下，你会发现很多日

军飞机残骸，经过岁月的流逝，有的已经半埋在地下了。 

【山本五十六地下指挥所】这里是拉包尔全城的防空系统和探照灯的控制中心。具有坚实

的水泥结构，在同盟国的空袭中幸存下来。据说山本五十六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晚，第

二天他的座机就被美军飞机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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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潜艇基地】二战期间，日军在这个区域建立潜艇基地，位于拉包尔镇的北面大约开

车10分钟的地方。这里垂直的山崖一直延伸到水下75米。日军利于开凿于山崖的网状洞穴隐藏

潜艇。 

【拉包尔火山】拉包尔火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群，它的名字来自处于火山包围中的拉包尔

镇。拉包尔火山群有很多火山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Tavurvur火山，这是因为它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面对拉包尔镇的剧烈喷发，它位于火山群外围，海拔688米。因为位于活跃火山群的边缘，

拉包尔镇常年受火山喷发的威胁。 它环绕着辛普森港，是在德国殖民统治期间（1884~1919）,

由德国人规划和建设的。到访拉包尔火山观测台，会让您了解火山系统的知识，并且看到众多

的火山口。 

【拉包尔市场】体验当地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去拉包尔露天市场，忙碌和充满色彩，在这

里可以买到当地热带蔬菜和水果。 

景点停靠时间： 

【日军飞机遗骸之旅】约20分钟 

【山本五十六地下指挥所】约20分钟 

【日军潜艇基地】约20分钟 

【拉包尔火山】约20分钟 

【拉包尔市场】约2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行程顺序和时间将会根据运作需要、道路状况和每个

景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切勿近距离接触火山温泉。步行将涉及高低不平的地面，因此行程

不推荐行动不便的人士参加。 

 

02VU TAVURVUR 活火山和地热温泉之旅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拉包尔火山】拉包尔火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群，它的名字来自处于火山包围中的拉包尔

镇。拉包尔火山群有很多火山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Tavurvur火山，这是因为它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面对拉包尔镇的剧烈喷发，它位于火山群外围，海拔688米。因为位于活跃火山群的边缘，

拉包尔镇常年受火山喷发的威胁。 它环绕着辛普森港，是在德国殖民统治期间（1884~1919）,

由德国人规划和建设的。到访拉包尔火山观测台，会让您了解火山系统的知识，并且看到众多

的火山口。 

【地热温泉】展示在地热温泉中煮鸡蛋。 

【日军潜艇基地】二战期间，日军在这个区域建立潜艇基地，位于拉包尔镇的北面大约开

车10分钟的地方。这里垂直的山崖一直延伸到水下75米。日军利于开凿于山崖的网状洞穴隐藏

潜艇。 

景点停靠时间： 

     【拉包尔火山观测台】约20分钟 

     【地热温泉】约30分钟 

     【日军潜艇基地】约3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行程顺序和时间将会根据运作需要、道路状况和每个

景点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切勿近距离接触火山温泉。步行将涉及高低不平的地面，因此行程

不推荐行动不便的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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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岛 （瓦努阿图） 

 

02QE 皮划艇泛舟之旅                                            成人￥693.00        儿童￥525.00 

 游览时间：约一个半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皮划艇和浮潜】登上您的皮划艇，徜徉在神秘岛的清浅水域。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一起，

在神秘岛的浅水区开始您的旅程。热情友好且经验丰富的导游会为您提供一些技巧和指导，以

确保您始终正确划船。该行程适合所有技能水平的游客，在环绕神秘岛的珊瑚礁上方享受约 90

分钟的泛舟之旅。返回海滩后，您就有可以潜水了，或在清凉的水中畅游或在白色沙滩上放松

一会儿。 

景点停靠时间： 

【皮划艇和浮潜】: 约60分钟 

拍照：请自备水下照相机。 

温馨提示：1，参加本行程具有一定的体质要求：您需要具备良好的健身水平，且必须善

于游泳。儿童必须年满 5岁或以上才能参加，所有 18岁及以下的参与者必须有成人陪同。如

果天气变化，旅游存在风险，组织者有权取消旅游。 

2 ，为了确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建议您穿上攀礁鞋以及适合天气条件的服装，包括泳衣、

帽子、防晒霜（防晒指数 SPF30+或以上），并自备瓶装水。 

 

02QF 神秘岛浮潜之旅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浮潜之旅】在热情友好的导游带领下前往神秘岛的白色沙滩，您的导游会提供详细介绍，

帮助您学习浮潜知识和技巧。然后，坐上您的划艇，在前往礁石的短途旅程中，放松一下，欣

赏沿途的壮丽景色。接下来，跳入清澈的水中，在原始的珊瑚礁上浮潜。导游会解说壮观的珊

瑚礁的形成以及各种海洋生物。在珊瑚礁探索约 45分钟后，您将漂回岸边。在水中有专业潜

水向导全程陪您浮潜，并指导您完成旅行。 

景点停靠时间： 

【浮潜之旅】: 约45分钟 

温馨提示：为了确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请确保您穿上泳衣，并建议您穿上攀礁鞋，涂抹

SPF30+或以上的防晒霜，自备瓶装水。拍照：带上您的防水相机，捕捉神秘岛的水下世界。 

体质要求：建议拥有良好健身水平的合格游泳者参加。 

 

02Y9 Keamu村庄文化体验之旅                          成人￥595.00     儿童￥446.2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瓦努阿图土著文化体验】从神秘岛乘坐短短 10分钟的渡轮就能抵达主岛阿纳托姆岛的海

滩。之后，在导游带领下，经过 15分钟的步行您将到达 Keamu村庄。在这里，村庄的勇士们将

迎接您并将向您们发出挑战。 一旦您通过了这些勇士的考验，您就可以进入村庄，并受到酋长

和穿着传统服装的村民们的热情款待。 

在这趟迷人的旅行中，您将学习和体验这个村庄的祖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村庄文明的生存和繁

荣。同时，您还将体验如何准备和储存食物，感受传统的狩猎和捕鱼陷阱的制作，还有编织垫子，

帽子，篮子等更多古老的瓦努阿图人们的生活方式。 

此次旅行会让您对于太平洋岛屿传统村落生活方式及文化有一个详细而独特的了解。 

     景点停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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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努阿图村庄游览及体验】: 约 9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闲鞋，

涂抹防晒霜。旅程要求步行，不适宜步行障碍人士或需要轮椅出行的游客。 

 

 努库阿洛法（汤加） 

 

4977 努库阿洛法历史之旅                          成人￥693.00      儿童￥693.00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汤加皇宫（外观）】：维多利亚式的汤加王宫建于 1867年，面海而立，红顶白墙，掩映

在苍翠的树林中，既端庄又恬静。汤加王国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它的文化曾经影响到周

围的其他岛国，现在汤加还留存有多处名胜古迹。屋顶是红色的，整个建筑是白色的，楼高 3 

层，楼前有绿色的草地，显得美丽而和谐。从创立汤加王国的乔治·图普一世到现在的国王都

是在这里加冕登基的。 

【汤加皇室陵墓】您还将看到皇家陵墓—现代汤加的创始人，国王乔治图普一世最后安息

的地方，还有他的后裔们。至今最后一个长眠于此的是 2017年去世的 Mata'ah皇后。 

【库克船长登陆地】：一起探索杰姆斯库克船长发现最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汤加文化。此行

程将带领您前往，远在 1777年 4月 30日，伟大英国探险家，杰姆斯库克船长登陆的海湾，并

通过体验各种有意思的展览品，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听过关于椰子起源的迷人神话之后，就去

亲眼见识一下当地传统的椰奶制作方法。 

【汤加独舞表演】还可以欣赏到制作 umu（汤加传统地下烤箱），树皮纸，编制工艺等过程，

然后一边品尝当地的水果点心，一边舒舒服服的坐着欣赏汤加独舞表演吧。 

【哈安蒙加三石门】：在首都努库阿洛法郊外，有一座三石塔古迹，名叫“哈安蒙加”，

是用巨大石块盖成的皇宫拱门，这些巨石是古代汤加人用大型独木舟从瓦里斯岛运来的。拱门

的两侧是两块相当大的珊瑚巨石，高达 5 米，在这两块巨石之间，横搭着一条 6 米长的巨大

石条。据考证，这一宏伟的建筑是 1200 年前建成的。汤加还有一个由巨石制成的“日历”。

巨石重约 40 吨，顶端刻着一年最长的一天和最短的一天，并刻有太阳升起时刻的标记。这些

古迹表现了汤加人民的智慧和勤劳。 

景点停靠时间： 

【汤加皇宫（外观）】：约10分钟 

【汤加皇室陵墓】：约5分钟 

【库克船长登陆地】：约25分钟 

【汤加独舞表演】：约100分钟 

【哈安蒙加三石门】：约2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交通工具是当地的巴士。巴士设备简陋不配备空调和

导航系统。洗手间的设备也会相对落后。为让您的旅途尽可能的舒适，请务必穿平底鞋，适宜

天气的衣服，戴上帽子。请勿忘记准备防晒霜和瓶装水。为了尊重当地文化礼仪，在拍合照时

请先征求当地人的同意。 

 

4979 岛屿邂逅与古老的汤加                                        成人￥525.00      儿童￥483.00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汤加皇宫（外观）】：维多利亚式的汤加王宫建于 1867年，面海而立，红顶白墙，掩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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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翠的树林中，既端庄又恬静。汤加王国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它的文化曾经影响到周

围的其他岛国，现在汤加还留存有多处名胜古迹。汤加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纯粹的波利尼西亚

文化的代表，没有受到外来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屋顶是红色的，整个建筑是白色的，楼高 3 

层，楼前有绿色的草地，显得美丽而和谐。从创立汤加王国的乔治·图普一世到现在的国王都

是在这里加冕登基的。  

【汤加皇室陵墓】您还将看到皇家陵墓—现代汤加的创始人，国王乔治图普一世最后安息

的地方，还有他的后裔们。至今最后一个长眠于此的是 2006年去世的收爱戴的国王图普四世。 

【汤加国家文化中心】您将参观汤加国家中心，欣赏其文物收藏品并体验传统的岛屿生活。

该中心拥有一系列优秀的岛屿艺术品和文物以及传统岛屿工艺品的示范。在这里，您可以享受

并增强您对塔帕布制作和垫编织艺术的了解。将有一个传统的汤加烹饪示范和时间来探索博

物馆，以及传统的汤加舞蹈和表演。 

【喷水洞】穿过汤加塔布岛西部的村庄，您将看到壮观的戏剧性洞穴，强大的太平洋海浪

迫使水流过天然裂缝，向天空喷射近 30米。 

【狐蝠殖民地】您将在科洛瓦依附近停下来观察飞狐。这是汤加唯一的本土哺乳动物，它

的翅膀大约有 1米长。这些夜间活动的果蝠——无害的、一动不动的、似乎没有生命的——诡

异地悬挂在 Kolovai村主路的铁杉上。 

景点停靠时间： 

【汤加皇宫（外观）】: 约10分钟 

【汤加皇室陵墓】：约5分钟 

【汤加国家文化中心】：约90分钟 

【喷水洞】：约20分钟 

【狐蝠殖民地】：约10分钟 

温馨提示：当地公交车是非常基础的交通工具，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公共广播系统。洗手间

的设施可能很简陋。为了使您的一天尽可能愉快，请确保您穿着舒适的平底鞋，适合天气情况

的衣服，帽子，驱虫剂，带一些防晒霜和瓶装水。 

 

4980 汤加塔布岛休闲游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搭乘小岛专车沿着 VUNA公路前往探索汤加塔布岛。 

【三头椰子树】首先您将到达利阿赫娜，找寻南太平洋独一无二的三头椰子，这是您在这

次旅途中不容错过的惊喜。 

【喷水洞】然后您将继续前往探索 Houma喷水洞，这里被誉为是南太平洋最壮观的喷水洞。

您将驻足观赏神秘的狐蝠。这些只吃水果的夜间活动小家伙们懒洋洋的收起翅膀悬挂在树上。

在这里蝙蝠是有崇高地位的生物。 

【狐蝠殖民地】您将在科洛瓦依附近停下来观察飞狐。这是汤加唯一的本土哺乳动物，它

的翅膀大约有 1米长。这些夜间活动的果蝠——无害的、一动不动的、似乎没有生命的——诡

异地悬挂在 Kolovai村主路的铁杉上。   

【Liku'alofa海滩】您将到达 Liku'alofa 海滩观赏汤加特色舞蹈表演。在返回港口之前，

您将在这里度过悠闲的时光。 

【午餐】您将享用当地特色的自助午餐。 

景点停靠时间： 

【三头椰子树】: 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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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洞】：约20分钟 

【狐蝠殖民地】：约5分钟 

【Liku'alofa海滩】：约9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当地公交车是非常基础的交通工具，既没有空调也没

有公共广播系统。洗手间的设施可能很简陋。为了使您的一天尽可能愉快，请确保您穿着舒适

的平底鞋，适合天气情况的衣服，帽子，驱虫剂，带一些防晒霜和瓶装水。 

 

01MK Malinoa岛与浮潜之旅                                  成人￥2373.00        儿童￥2373.00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含点心）                                    座位有限 

【Malinoa岛与浮潜】：您将享受一次绝妙的坐船旅程。前往美丽的 Malinoa岛并有幸目睹

壮丽的太平洋风光。沐浴在阳光下，同时游客们可以在最原始的水流中探秘。您将会发现在这

片海域拥有太平洋中最五彩斑斓，各式软与硬质的珊瑚。 

【点心】观赏我们岛屿中最杰出的风景同时在旅途中我们还将为您安排美味的热带水果与

简易小食。 

景点停靠时间： 

【Malinoa岛与浮潜】: 约12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自备泳衣，换洗衣物，遮阳帽、太阳眼镜，防晒霜、

驱虫剂等。 

 

 拉罗汤加岛（库克群岛） 

 

02IY 拉罗汤加岛发现之旅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本次行程您将领略拉罗汤加岛的风貌。导游会给您讲述这片区域的传奇故事，同时您会了

解到拉罗汤加岛的历史与文化。 

【阿瓦鲁阿小镇区】首先我们会驶过阿瓦鲁阿（库克群岛首都，位于拉罗汤加岛之上）的

主要小镇区，一睹美丽风景。一路上您将看到历史悠久的“香蕉法庭”（Banana Court）、CITC

商场、国家剧院、阿瓦鲁阿码头、"生意人杰克"商业一条街（Trader Jacks）和 毛利酋长院

残骸（wreck of the SS Matai）。 

【库克群岛国家博物馆】行程的第一站您将去到库克群岛国家博物馆看看各种手工艺品的

展览。 

【阿拉梅图亚古道】之后我们会去往阿拉梅图亚古道。这条路环岛而建，传说有1200年的

历史。古道的支路通往各种举行仪式的公众场所，被称作Marae{毛利语，意为：毛利人的公众

场所（礼拜堂、餐厅、厨房等）}，在其中最神圣的Arai Te Tonga我们会稍作停留。 

【哈瓦那街道&七石碑】接下来我们会在哈瓦那街道（Avana Passage）和七石碑（Seven 

Stones Monument）进行短暂停留。这个石碑是为了纪念七条曾经从这里驶往新西兰的木筏而

建。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椰子的生长周期，还会有专人演示打开椰子的正确方式。 

【Titikaveka教堂】行程的下一站是岛上历史最悠久的教堂——建于1841年的Titikaveka

教堂。 

【Papaaroa海滩】之后我们会去Papaaroa海滩，在那里您可以自由漫步享受海岛全景。 

【黑岩】然后您将去到“黑岩”（Black Rock）。这是一块位于拉罗汤加泻湖边的火山砾

石，传说这里是去世后灵魂升上天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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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形瞭望台】沿路您会在针形瞭望台（Needle Lookout）作短暂停留，这个瞭望台也就

是及其著名的Raemaru山。它位于整个岛屿的中央，是一个火山岩石顶，同时也是整座岛最高

点之一。 

在驶回码头的路上，您还会看到古老的教堂式建筑、路边种植的柑橘、香蕉、木薯、木瓜

和芋艿。经过此次行程，您一定会对拉罗汤加岛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景点停靠时间： 

【库克群岛国家博物馆】：约10分钟 

【阿拉梅图亚古道】：约25分钟 

【哈瓦那街道&七石碑】: 约20分钟 

【Titikaveka教堂】: 约20分钟 

【Papaaroa海滩】: 约20分钟 

【黑岩】: 约25分钟 

【针形瞭望台】: 约1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中您会遇到崎岖道路或斜坡，需自行上下车。交通工具可能没有空调。此

行程提供瓶装水，顺序和时间可能会有变动。请穿着舒适的衣服与鞋子，带好防晒霜与帽子。 

 

02IZ 泻湖巡航游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此次行程您将乘坐玻璃底船在波光粼粼的穆里泻湖（拉罗汤加岛东部）进行巡航。同时您

还将体验到当地弦乐队的表演。 

【玻璃底船&浮潜】乘坐于玻璃底船，您可以清晰地看到丰富多彩的海洋世界。多彩的热

带鱼群就在您船底游来游去。它们大量穿梭于泻湖的珊瑚礁群周围。在这条严禁垂钓的泻湖边

上您还能看到黑珍珠小农场和大型鲍鱼。如果您参加浮潜，就能和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进行近

距离接触，探索海洋世界的多样性。 

【Koromiri岛】我们会从这里乘船到带有纯朴风情的Koromiri岛，这是泻湖中央一个无人

居住的小岛。在那里您可以享受自由时光，或探索，或浮潜，或游泳。 

【午餐&表演】在享用了烧烤午餐后，当地的导游会为您展示精湛的爬树和开椰子秀。 

景点停靠时间： 

【玻璃底船&浮潜】: 约65分钟 

【Koromiri岛】：约10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会受到天气影响。行动不便者不建议选择此行程。请携带泳装、毛巾、防

晒霜和帽子。我们会提供潜水装置，但请带好浮潜鞋。潜水时注意不要踩到珊瑚。湖水的清澈

度与海底生物的出没与否视现场条件而定。卫生间设施有限。 

 

02JO  四驱吉普陆路探索之旅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离开闹市，我们将驾驶着四驱越野车带您去到人迹罕至的拉罗汤加岛高地来一探泻湖、岛

上峡谷和内陆村落那令人心醉的风景。一路上导游会向您介绍当地动植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

作用。在这趟行程中，游客的所闻所见是普通游客所体会不到的。 

【阿瓦蒂乌峡谷】首先我们会在阿瓦蒂乌峡谷底部Orau-O-Uritau作短暂的停留，在您深

入热带雨林探险之前导游会先进行简短的介绍。然后我们驱车登上距海平面984尺高的高地，

您尽收眼底的是岛上最壮丽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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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山】之后我们会前往小岛的西部和Hospital山，在山上我们可以俯瞰阿罗朗伊

村庄和阿瓦蒂乌/尼考小镇区。 

【Wigmores瀑布】在Wigmores瀑布停留拍照之后我们继续行程到Papaaroa海滩作短暂停留

。在Muri-Ngatangiia村庄您将前往Aroko高地俯瞰泻湖及其岛屿的美景。 

【七石碑】接下来我们驶过主路到达哈瓦那大道（Avana）去看看七石碑，那里曾经是七条

驶往新西兰木筏的出发地。 

【Arai Te Tonga】行程的最后我们会在岛上最神圣的毛利人举行仪式的公众场所之一Arai 

Te Tonga作停留。 

景点停靠时间： 

【阿瓦蒂乌峡谷】: 约40分钟（包含路程时间） 

【Hospital山】：约30分钟（包含路程时间） 

【Wigmores瀑布】：约30分钟（包含路程时间） 

【七石碑】: 约30分钟（包含路程时间） 

【Arai Te Tonga】: 约30分钟（包含路程时间） 

    温馨提示：行动不便者、孕妇、背痛、脖子痛、头晕的游客不建议选择此行程。车辆行驶

的道路会比较崎岖。吉普车的座位是加垫的长凳。内陆的小道可能受天气影响不开放（例如泥

泞道路）。行程的顺序和时间可能会改变。此行程提供瓶装水。 

 

02J1  Aroa海滩休闲之旅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Aroa Lagoonarium水族馆】此次行程我们会带您去Aroa Lagoonarium水族馆（这是一个

封闭式水下自然海洋仙境），同时还会带您去领略拉罗汤加岛上最棒的浮潜体验。与色彩斑斓

的热带鱼亲密接触、亲手喂食珊瑚鱼，想想就令人兴奋！ 

【泻湖】您可以在泻湖浮潜或试试站立式蹼板冲浪或皮艇（三者都有课程提供），亦或体

验与珊瑚鱼擦肩而过的惊奇感觉！您还可以学着弹奏尤克里里、玩玩岛上的圆木鼓、跟着跳一

段草裙舞、系一块印花腰布或者体验砸开椰子的那一刻惊奇。 

【Aroa沙滩】在拉罗汤加岛最棒的Aroa沙滩上享受生活——漫步、游泳、晒晒太阳浴，总

有一款适合你。在沙滩上的Spa休闲中心，设施也是应有尽有——毛巾、冲淋、游泳池、健身房

、网球场等等等等。 

这里销售所得的一部分会捐给海洋保护协会。 

景点停靠时间： 

【Aroa沙滩度假区】: 约180分钟 

    温馨提示：此行程行走的道路会有不平（例如沙滩和台阶）。建议您在衣服内穿好泳装。

请携带防晒霜和帽子，穿着舒适的徒步鞋。在潜水时请不要触摸或踩踏珊瑚礁。湖水的清澈度

与海底生物的出没与否视现场条件而定。 

 

 

 茉莉岛（法属波利尼西亚） 

 

4953 泻湖巡游及野餐                             成人￥1393.00       儿童￥1044.7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 (含午餐)                                             座位有限 

【泻湖巡游】 从码头上开始泻湖巡游，探索莫雷阿岛的美丽景色。在莫雷阿湖的碧蓝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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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停下来，和黑尖鲨、刺鳐一起戏水。（含简易浮潜装备：面镜及呼吸管） 

【简餐】中午为您准备了波利尼西亚风味野餐：什锦沙拉、烧烤、生鱼和异域水果。您将

学习如何制作著名的用酸橙椰奶混合酱料研制的“生鱼”。您还将见证传统方式的椰子剥壳。 

【自由活动】午饭后，您可以自由地潜水，观赏珊瑚礁和热带鱼，或在沙滩上休闲放松。 

景点停靠时间： 

【泻湖巡游】: 约30分钟 

【自由活动】：约4小时15分钟 

温馨提示：1，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

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建议自备毛巾，遮阳伞，浮潜设备等。3，请勿触摸海底珊瑚。 

 

4955 海豚观赏探险之旅                                                     成人￥840.00      儿童￥840.00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海豚观赏探险】在专业科学家带领下，这将是一次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旅行。您将会全面

了解社生活在莫雷阿岛外面的野生海豚。迈克尔·普尔（Michael Poole）博士的研究团队，

来自莫雷阿岛的“岛屿研究中心和环境观测站”，将带您乘船游览和探寻生活在莫雷阿地区的

海豚。这次远途旅行让您能以科学和自然的方式发现海豚栖息地。观看杂技表演“飞旋海豚”，

了解她们的独特习性和社会组织。这是唯一能在空中垂直和水平旋转的物种，就像顶级的芭蕾

舞演员。此外，您还会欣赏到莫雷阿岛的迷人景色，同时还可以聆听有关岛上自然和地质环境

的讲解。如果时间允许，您将有机会去浮潜（自费），发现莫雷阿湖美丽的水下世界。 

景点停靠时间： 

【海豚观赏探险】: 约2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建议自备毛巾，遮阳伞，浮潜设备等。 

 

4951 巴士环岛游                                                               成人￥560.00      儿童￥420.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茉莉岛也被称为帕皮提的姊妹岛，岛屿的形状像心脏，有着独特的轮廓，特别是两个大海

湾：西边的奥普诺湖湾和东边的库克湾。 

【贝尔维德观景台】在前往贝尔维德观景台的路上，您将在考古遗址停留，探索古老的波

利尼西亚风情。 

【库克湾】从观景台上，您可以欣赏到被库克湾和奥普努胡湾环绕的落涂山的壮丽景色。

您的导游将向您介绍这些雄伟遗址的传说，以及改变波利尼西亚历史的著名航海家的历史。他

还将向您展示各种热带自然树木和植物；由于季节原因您可能会看到菠萝，香蕉，芒果，柑橘

等。 

在这个以各类风景为特色的旅程中，您将会有许多拍照机会。 

景点停靠时间： 

【茉莉岛】: 约4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4952 四轮驱动车观光之旅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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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四轮驱动车前往茉莉岛中心，探索美妙的全景，并了解历史和考古遗址。这次旅行是

为那些愿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探索莫雷阿岛的冒险家而设。您将乘坐四轮驱动汽车在火山坑

内旅行，火山坑是第一个形成岛屿的地方。 

【神庙】神庙（Marae）是古波利尼西亚人举行神圣仪式和庆典的圣地，古代先人将许多石

头叠放在一起，他们相信石头筑起的神坛可以留住 Mana魔力，Mana是一种力量和精神的象征。 

【贝尔维德观景台】然后前往贝尔维德观景台，欣赏库克湾和奥普努胡湾的壮丽景色。 

【菠萝种植园】菠萝种植园是莫雷阿岛上一个难以置信的未知世界。莫雷阿岛是波利尼西

亚的一个绿色花园，因其招收外岛学生的农业学校而闻名。您的导游将载您驾车穿过这个大型

种植园，看到香草、香蕉、葡萄柚、柠檬......他还会向您介绍各种动植物。 

【魔术山】上魔术山将经过一条被葡萄柚、柠檬和橙子包围的小路，从那里可以俯瞰奥普

努胡湾和泻湖，看到岛上最美的景色之一。 

景点停靠时间： 

【神庙】: 约30分钟 

【贝尔维德观景台】：约20分钟 

【菠萝种植园】：约35分钟 

【魔术山】：约2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帕皮提 （法属波利尼西亚） 

 

4941 帕皮提西海岸之旅                                                    成人￥735.00       儿童￥551.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马拉石窟】马拉石窟坐落在主路旁的悬崖崖脚处。这个神秘的石窟植被茂密，流淌着水

晶般清澈的湖水。 

【Vaipahi热带花园】：在那里可以观看到壮丽的瀑布，和几乎所有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花卉

与植物。   

【毛利遗址】：它曾经是个宗教场所，曾经被用作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涉足

毛利人遗址，寻找欧洲文明丧失掉的淳朴和自然。 

景点停靠时间： 

【马拉石窟】: 约35分钟 

【Vaipahi热带花园】：40分钟 

【毛利遗址】：15分钟 

温馨提示：建议穿着舒适的鞋子。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观赏瀑布或需要穿过湿滑的泥

泞地，建议旅客穿着防滑的运动鞋，请勿穿着高跟或平底鞋，因此此行程不适合行动不便的客

人参加。 

 

4940 四驱车全方位探险之旅                                             成人￥735.00       儿童￥551.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四驱车探访帕佩诺峡谷】：加入这趟探索之旅首先前往以河流闻名的帕佩诺峡谷，欣赏

全景的瀑布和热带植被的风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放松的地方，大自然的事物都在欢迎着您，

必定让您度过一个难忘的旅程。您的导游将很乐意回答各种关于动物，植物和地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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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停靠时间： 

【四驱车探访帕佩诺峡谷】: 约2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为让您的旅途尽可能的舒适，请务必穿平底鞋，适宜

天气的衣服，戴上帽子。请勿忘记准备防晒霜和瓶装水。请注意或会有晕车可能。行程顺序根

据天气状况或者其他因素或会调整，而不会事先通知。 

 

4943 浮潜之旅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浮潜之旅】：乘船至塔希提岛泻湖，途中您能欣赏到泻湖的美景。登陆浮潜点后，做好

各种准备去发现最美丽的海底世界。这里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浮潜点，拥有着清澈的水域和许

多珍贵的五彩斑斓的鱼类。 

景点停靠时间： 

【浮潜之旅】: 约45分钟 

温馨提示：海底行程没有向导带领。工作人员会在浮潜区域巡视，但不会引导海底行程。

在做过安全演示之后， 客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想去的海域，但必须在指定的安全区域内浮

潜（船长在您下水前将明确告知安全区域范围，将取决于泻湖当时的的海面情况。在恶劣的天

气条件下可能无法看见著名的沉船，但您会看到五颜六色的鱼和珊瑚。 

 

01OM 双体船与浮潜之旅                                                成人￥875.00         儿童￥656.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双体船与浮潜】：参加此行程的旅客，将乘坐双体船畅游帕皮提泻湖，欣赏这个美得令

人赞叹的岛屿。到达浮潜点后，您将整装待发去探索这个最美的海底。这是当地著名的浮潜点，

有着清澈的水域和种类丰富、颜色多样的鱼群。这里距离码头约 20分钟车程，位于帕皮提泻

湖，沿途导游将为您解答各种问题。 

景点停靠时间： 

【双体船与浮潜】: 约2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所有行程均为英文导游。 

 

4939 大溪地东海岸之旅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FAARUMAI瀑布】：步行前往FAARUMAI瀑布，穿过一片竹林，沿着小径漫步，尽情

享受自然风光。 

【ARAHOHO喷泉口】：这个熔岩隧道是由冷熔岩和硬熔岩这样流动的液体熔岩形成的

一个通道，当海浪撞击岩石并进入这个通道时，会形成强大的海水间歇泉向周围倾泻而下。 

【金星角】：位于马泰瓦伊湾边缘的北部，是欧洲航海家陆续登陆的特殊场地。詹姆斯

库克在大溪地岛的一次科学航行期间观察到金星过境，为做纪念他就以这颗行星来命名了这

个地方，这也是大溪地岛最美丽的黑沙滩之一。 

【TAHARAA展望台】：在Tahaaraa展望台您可以看到大溪地岛和茉莉岛背景的360度全

景视图，您还可以拍一些值得纪念的照片，不容错过！ 

景点停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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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RUMAI瀑布】：约20分钟 

【ARAHOHO喷泉口】：约10分钟 

【金星角】：约30分钟 

【TAHARAA展望台】：约1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因交通和天气情况有所改变，请穿着舒适的鞋子，戴上太阳

帽。全程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波拉波拉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4963 卡车环岛观光之旅                                                    成人￥490.00       儿童￥367.50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FAREPITI、FAANUI、ANAU等村庄】： 乘坐卡车尽情享受总长 22公里，环绕于这个充满

传奇色彩岛屿的圆形公路，沿途穿过 FAREPITI、FAANUI、ANAU等村庄和那神秘的“毛利会堂”。

一边旅行，一边享受马蒂纳角的壮丽景色。随着卡车的前行，我们将途径一片片的椰子林和环

抱着海岸线的一个个小村庄，沿途会有时间让您停下来拍照。 

【毛利会堂】在远古时代，“毛利会堂”是个露天的神庙。由多层堆砌的石头和珊瑚礁建

造而成，象征着当地人对波多尼亚神的信仰和对圣像的崇拜。传统宗教信仰依然是这个岛屿生

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一半以上的法属波多尼亚人是新教徒。 

景点停靠时间： 

【卡车环岛观光】: 约2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 

 

4964 四驱车丛林历险之旅                                            成人￥903.00         儿童￥677.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波拉波拉岛内部深山原始部落】：领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址及神秘庙宇。在翡翠湖旁

领略无比壮丽的自然风景。一边品尝当地鲜嫩的水果(免费)，一边从聪慧并具有幽默感的当地

导游口中体会波多尼亚的当地文化。 

【波拉波拉岛的珍珠养殖场】：波拉波拉岛的珍珠养殖场会让您流连忘返，波多尼亚黑珍

珠的养殖秘诀一定会让您大吃一惊。从牡蛎法到嫁接，从收获到分类，从一种概念演变为具有

艺术气息的首饰，您将会亲眼见证养殖人员赋予每一颗销往世界的黑珍珠生命的活力。 

景点停靠时间： 

【四驱车丛林历险】: 约3小时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注意或会有晕车可能。 

 

4966 玻璃底游船体验之旅                                           成人￥490.00       儿童￥367.50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玻璃底游船体验】：参加这个行程，您将通过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不用潜水就能欣赏到

波拉波拉岛的海底珊瑚花园和热带鱼，简单而又奇妙。您将乘坐玻璃底游船，透过一个巨大的

玻璃窗获得这种放松和神奇的体验。船顶的设计能抵挡强烈的阳光和紫外线，让客人能拍出唯

美效果的照片和视频。穿梭在五彩缤纷的珊瑚和多姿多彩的海洋动物之间，让您更加深刻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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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海底动植物。您将会沉迷在这美丽的水下生活和被潜水员吸引过来的鱼类之中。同时，

行程还能让您观赏到岛上一些让人惊叹的迷人景色，敬请期待。 

景点停靠时间： 

【玻璃底游船体验】: 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 

 

01S3 水下骑行                                                        成人￥1330.00        儿童￥1330.00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来乘坐水下摩托车欣赏波拉波拉美丽的泻湖水下奇观吧！ 

坐上穿梭巴士来到瓦伊塔佩，一艘摩托艇将等在那里直接带您到液压踏板车平台，您了解

完所有设备和安全程序才会开始下潜到 3米（10英尺）水深的地方。 

您的潜水教练将引领着您，保证您骑着水下摩托车在波拉波拉泻湖水下探险、探索未知深

度时是顺畅轻松的。 

水下摩托车具有恒定的空气供给，让您能够轻松呼吸并使用这款易于使用的水下摩托车。

您无需会游泳或潜水即可享受这次旅行。只要坐上水下摩托，就能在水晶般清澈的海水中欣赏

无数热带鱼和色彩缤纷的珊瑚。 

在返回码头之前，您也有一些浮潜的时间。 

景点停靠时间： 

【水下骑行】: 约30分钟 

【自由浮潜】：约3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骑行位16岁以上,乘坐位8岁以上 

 

01S4 水下漫步                                                             成人￥980.00         儿童￥980.00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参加这个水下的冒险可以是您在不弄湿头发的前提下发现波拉波拉水下世界的美妙。 

登船从码头去附近的一个珊瑚礁点，在简短的安全说明并穿上泳衣之后，您将拿到水下头

盔。头盔里面被灌满了新鲜空气，因此即使是在水下您也能毫不费力地呼吸。您将跟随着您的

导游慢慢地走进温暖的海水，准备好体验等待着您的海底奇观。 

您不必有潜水经验，亦不需要会游泳，在潜水头盔里您的头可以保持干燥，您甚至可以戴

着眼镜进行这项活动。 

在有资格认证的教练的陪同下，您可以在浅水区的沙滩上漫步，周围都是五颜六色的珊瑚

和热带鱼。 

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让鱼从您手中吃东西。被珊瑚礁周围的各类生物环绕着，您的经历

必将令人难忘。回到船上后，您可以享用一杯清凉的饮品，而后返回码头。 

景点停靠时间： 

【水下漫步】: 约30分钟 

【船上饮品】：约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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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果帕果（美属萨摩亚） 

 

4805 文化交流之旅                                                             成人￥413.00      儿童￥309.7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海岸线观光】：您的旅程将由乘坐巴士全景穿行海岸开始，沿途您可以欣赏到由两块花

盆岩守卫的帕果帕果湾入口，在花盆岩您还可以有机会停下来拍一些照片。您将陆续经过工业

区和机场区的林顿约翰逊医学中心，nuuli村和 Lava-Lava继而进入高尔夫球场，欣赏岛屿东

部的美丽海景。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它是由 1830年在莱昂村附近登陆的来自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约翰威

廉姆斯和八位来自帕皮提的助手制作的第一个传教士纪念碑。  

【Leala滑岩】：它曾经是熔岩流而现在则供村里的孩子滑行游玩使用，在那里您将观览到

海岸线的美妙景色。   

【棚屋】在回到船上之前，您将前往棚屋，当您在那里小酌一杯时，AVA仪式将会展示在您

的面前，年轻的舞者们也会为您表演美丽的舞蹈。 

景点停靠时间： 

【海岸线观光】: 约25分钟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约15分钟 

【Leala滑岩】: 约10分钟 

【棚屋】：约4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 

 

4806 乡村生活体验                                      成人￥413.00      儿童￥309.7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海岸线观光】：守卫帕果-帕果湾入口的两块花盆岩将欢迎您来到这个美丽的岛屿，并给

您带来岛屿东侧海岸线的美妙视角。穿越工业和机场地区，您将陆续经过林顿约翰逊医学中

心，nuuli村和 Lava-Lava，然后您将会到达高尔夫球场，在那里您可以拍到美丽的风景照。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它是由 1830年在莱昂村附近登陆的来自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约翰威

廉姆斯和八位来自帕皮提的助手制作的第一个传教士纪念碑。    

【维拉村庄】这个村庄由椭圆形开放式的斜顶棚屋组成，这些棚屋被用作村委会的会客室。 

每座棚屋里都有当地居民演示如何使用椰果或椰叶制作手工艺品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素材

制作武器。 在回到码头之前，当地人将会向您展示如何在岩石上烹饪食物，并为您表演舞蹈

秀，在此期间您将会被招待一杯饮料。 

景点停靠时间： 

【海岸线观光】: 约25分钟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约15分钟 

【维拉村庄】: 约4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我们建议您穿着舒适的鞋

子。此行程不推荐行动不便的客人参加。 

 

4807 图图伊拉精华游                                                         成人￥343.00       儿童￥257.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它记录了在 1830年在莱昂村附近登陆的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约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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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姆斯和八个来自帕皮提的助手为当地带来的第一次传教活动。 

【Taueses博物馆】：那里展示前任酋长所使用的所有家具和物品，与此同时您也将会被招

待一杯美味的混合果汁，并可以买到岛上的纪念品。 

【Leala滑岩】：它曾经是熔岩流而现在则供村里的孩子滑行游玩使用，在那里您将观览到

海岸线的美妙景色。   

【Tia Seu Lupe 鸽冢】：过去，萨摩亚的酋长在这里举行捕鸽比赛，用网袋捕捉到最多的

鸽子的人就能赢得酋长的妻子或者女儿。 

【花盆岩石】两个岩层守卫帕果 - 帕果湾的入口，在那里您还可以拍摄一些照片。 

【海顿博物馆】在那里您可以通过参观一些艺术和制造业方面的展示了解到萨摩亚的历史。 

景点停靠时间： 

【莱昂传教士纪念碑】：约15分钟 

【Taueses博物馆】: 约25分钟 

【Leala滑岩】: 约10分钟 

【Tia Seu Lupe 鸽冢】：约10分钟 

【花盆岩石】：约10分钟 

【海顿博物馆】：约1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我们建议您穿着舒适的鞋

子。此行程不推荐行动不便的客人参加。 

 

4810 海滩之旅                                                                    成人￥350.00      儿童￥262.5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骆驼岩】：离开码头，巴士将会带您前往较远的岛屿东面。沿途将有几次停留，其中包

括骆驼岩，这是一块有意思的岩石，形态就像骆驼孤独地俯卧在靠近拉乌利伊村庄的岸边。 

【阿穆利海滩】：这里您将获得观赏奥努乌岛的美丽视野。 

【Avaio海滩】：这里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做 2美元海滩。在海滩停留的时候您将会

欣赏到一个美妙的由萨摩亚当地年轻男女表演的地板秀。在延着原路回船之前，您将会拥有亲

近 Avaio的海水的欢乐时光。 

景点停靠时间： 

【海滩】: 约3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1O2 帕果购物之旅                                      成人￥588.00   儿童￥441.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含餐）                                                           座位有限 

【Fagatogo 市场】：当地社交购物的中心。人们常常到此处的大排档、小吃摊聚集闲聊，选购

新鲜的椰子、面包果和其它农产品。那里也常常有现场音乐娱乐表演。当有邮轮船只靠港时，

店主们会特别准备当地特色纪念品、手工艺品等供游客选购。 

【花盆岩、Leone纪念碑停留拍照】：在驱车前往Laufou购物中心的途中，您可以欣赏到由两

块花盆岩守卫的帕果帕果湾入口，在花盆岩您还可以有机会停下来拍一些照片。其后，又将会

经过Leone纪念碑，同样您会有短暂时间拍照留念。 

【Laufou购物中心】：当地的购物中心，您可以尽情享受自由购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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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在当地餐厅享用中式午餐。 

景点停靠时间： 

【Fagatogo 市场】：约30 分钟 

【花盆岩、Leone 纪念碑停留拍照】 ：约 15 分钟 

【Laufou 购物中心】：约45 分钟 

【午餐】：约60 分钟 

温馨提示 ：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我们建议您穿着舒适的鞋子。 

 

 

 阿皮亚（萨摩亚） 

 

02R9 维利马村精华游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阿帕伊镇】乘车前往阿帕伊镇，第一站是鱼和工艺品市场。想要观赏不同种类的热带鱼

和海鲜的游客可以在那里发现各种各样的物种。希望在距离仅 2 分钟车程的工艺品市场购物

的游客可以在不同的摊位上浏览并享受购物乐趣。本地制作的各种岛上服饰，有多种尺寸，适

合男女老少。那里还有各种手工制作的珠宝、手袋、帽子和木制工艺品。    

【穆里努努岛】乘车前往穆里努努岛，沿着海滨观光，在议会大厦前停留游览，该大厦曾

在上一次飓风中损毁，如今已经重建。您可以拍照记录美丽的风景，这里还有司法法庭以及前

任萨摩亚国王的陵墓。萨摩亚国立大学的海洋校区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史蒂文森博物馆】然后驱车带领您来到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博物馆参

观，您将有机会被邀请参加卡瓦欢迎仪式以及文化娱乐活动。离开博物馆，游客返回船上。 

景点停靠时间： 

【穆里努努岛】: 约35分钟 

【史蒂文森博物馆】：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如您想要完整参观，可沿博物馆内楼梯游览，馆内仍然成列着一些旧日家具。

欢迎卡瓦仪式和文化娱乐活动将在每个人都参观完博物馆后开始。博物馆内不允许穿鞋，残障

人士例外。 

 

02RA 塔法塔法海滩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登上大巴，开启一天的岛屿之旅。 

【萨摩亚传统茅草屋（外观）】从码头出发，乘车途径并外观阿皮亚的美丽风景村庄中的

主屋，观察 18世纪的欧洲建筑。房子后面是壮观的“法莱”（萨摩亚传统茅草屋），日间可

供做饭或吃饭的场所。 

【塔法塔法海滩】到达他塔法塔法海滩后，可以游泳放松或漫步沙滩。在萨摩亚法莱下面

休息，享受惬意的阴凉。在沙滩上休息放松时，可以自行购买品尝新鲜的椰子汁或当地的新鲜

水果，一边欣赏美丽的海景。 

【索奥加瀑布】回船途中，将在令人叹为观止的索奥加瀑布停留。远眺郁郁葱葱的热带花

园，近观深绿峡谷中壮观的瀑布。一定不要错过独一无二的拍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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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停靠时间： 

【萨摩亚传统茅草屋（外观）】: 约1小时 

【索奥加瀑布】：约1小时30分钟 

【塔法塔法海滩】：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所有的旅行车都没有空调。泳衣可以穿在衣服下面，也可

以单独携带泳衣和沙滩服；海滩上有较为简陋的更衣设施。请自备帽子、太阳镜和防晒霜。建

议游泳者在入水或出水时穿戴足部保护设备（如攀礁鞋）。 

 

02R5 萨摩亚文化之旅                                            成人￥805.00        儿童￥603.7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史蒂文森博物馆】乘车穿过主要的“十字岛路”前往史蒂文森博物馆，那里曾经是史蒂

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的故居，如今成了博物馆和标志性旅

游景点。在史蒂文森生活在那里的时代，就已经重新修缮和设计过博物馆。(19世纪初期末)。

“维利马”是此处物业的名称，源自苏格兰作家喜欢的村庄。他曾经和家人生活在那里，深受

维利马和萨摩亚人民的爱戴。博物馆之旅会让您了解他和萨摩亚人在一起的生活。 

【艾姬格蕾庄园】我们继续穿过“阿菲亚玛鲁山”，直至到达最终目的地： 艾姬格蕾庄园。

艾姬·格蕾是一位著名的自立自强的萨摩亚女性，她在 20世纪 40年代开始从事酒店生意。她

卑微的出身和传奇的经历成就了她的生存本能和商业意识。我们将由她的一位家族成员接待，

并有机会聆听这位卓越企业家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您将有机会穿越有机花园、种植园以及艾

姬和她的姐妹生活的地方，并体验在“乌姆”（萨摩亚地炉）中烹制的特色小吃。 

景点停靠时间： 

【史蒂文森博物馆】: 约1小时 

【艾姬格蕾庄园】：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此次行程中有大约 20分钟步行，其中有些路较为不平坦。 

 

02R6 喜来登萨摩亚艾姬格蕾海滩度假村休闲游          成人￥1190.00     儿童￥892.50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艾姬格蕾度假村】在艾姬格蕾海滩度假村享受阳光，享用午餐及欣赏文化表演。沿着西

北海岸公路的优美风景前行，带您到达艾姬格蕾海滩度假村。坐落在 50 英亩的热带花园中，

拥有一个白色的沙滩和青绿色的泻湖，艾姬格蕾海滩度假村是一个放松身心的绝佳场所。坐下

来，在白色的沙滩上沐浴阳光，在海里泡个澡或在泳池放松一下。享受一顿美味的自助午餐，

期间您还可以观赏传统的萨摩亚文化表演以及扣人心弦的火刀舞！ 

景点停靠时间： 

【艾姬格蕾度假村】: 约2小时 

【自助午餐】：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往返艾姬格蕾海滩度假村大约需要 2 个小时，度假村内提供太阳椅和遮阳伞。

游客请自备泳衣、防晒霜和毛巾。水疗费用不包含在这次旅行费用中，但可以直接用现金（澳

元）或信用卡支付。游泳前请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 

 

02R7 乌波卢岛自然之旅                                           成人￥1190.00         儿童￥892.50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含餐）                                              座位有限 

【法尔法村】您的一天从乘车欣赏美景开始，沿着乌波卢东北海岸前行，在法尔法村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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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教堂拍照。乘车穿越勒玛法山口（海拔 1700英尺）。这条通道有着令人惊叹的北部海岸

线景观、风景优美的森林、瀑布、种植园以及传统的萨摩亚村庄。 

【索奥加迷你植物园和瀑布】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本土植物，导游会为您讲解它们的药用价

值。您还会看到椰子表演，从中您将有机会了解到椰子在萨摩亚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作用。 

【塔法塔法海滩】我们将在海滩享用 BBQ 午餐。随后您可以享受自由时光，游游泳，拥抱

碧海蓝天。 

【帕帕帕雾达瀑布】返回阿皮亚的旅程中我们会途经岛屿西南部，在注入古老火山口的帕

帕帕雾达瀑布前停留游览。当您走出小镇来到码头时，可以看到阿皮亚镇梦幻般美丽的海岸景

观。 

景点停靠时间： 

【法尔法村】: 约20分钟 

【索奥加迷你植物园和瀑布】：约50分钟 

【塔法塔法海滩】：约1小时15分钟 

【帕帕帕雾达瀑布】：约5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R8 沿海村庄和热带花园                                                 成人￥805.00        儿童￥603.7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乌波卢岛】在这座美丽岛屿东北海岸的半日游中，您可以尽情享受乌波卢岛的原始自然

美景。离开码头，沿着乌波卢岛东北海岸，踏上风景如画的旅程。沿途您将穿越当地的村庄，

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的生活方式。 

【法尔法瀑布】继续前往法尔法瀑布和江口，那里是 19世纪早期当地人和捕鲸者的交易场

所。回程将穿越同一条海岸公路。 

【吉娜花园】 这里拥有丰富的本地和热带植物、花卉和水果。其中包括在天堂鸟家族中发

现的物种，以及姜、阿克里亚蕉、伊兰伊兰、木瓜、番石榴、星果、菠萝和芒果。参观期间，

您可以享用当地水果、瓶装水和椰子，并观看椰子树攀爬、剥壳、磨汁和制作新鲜椰奶油。 

景点停靠时间： 

【法尔法瀑布】: 约40分钟 

【吉娜花园】：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苏瓦（斐济） 

 

026W 长尾船奈利利历史之旅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奈利利教堂】在雷瓦三角洲的纳萨利乘坐当地的长尾船沿着河流顺流而下，穿过青草茂

密的平原和村庄，将有斐济传统民歌和仪式来欢迎您。友好的村民会为您带上花环并献上一曲

祝福，牧师会邀请您进入美丽的奈利利教堂。该教堂由天主教传教士在 19世纪初期建造，唱

诗班将在那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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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停靠时间： 

【奈利利教堂】: 约2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4820 苏瓦城市观光及斐济博物馆之旅                  成人￥490.00       儿童￥455.00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苏瓦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美丽的苏瓦港周围拥有殖民时期的现代建筑。 

【斐济博物馆】：斐济博物馆收藏了食人族时期的展品和来自布莱船长邦蒂号上的船舵。

其他的陈列品包括古代陶瓷，战斗轻舟以及托马斯贝克教士的鞋子残留物（被食人族吃掉的传

教士）。 

【瑟斯顿花园】：花园内有一座钟楼，于 1918年为纪念苏瓦市的第一任市长而建。园内种

植着许多珍稀的花草树木。娇艳欲滴的莲花及其他花卉在青葱繁茂的热带植物的衬托下愈发

迷人。您可以在参观博物馆后在园内小憩一会。 

【车览城市观光】：您的观光车停靠在斐济共和国总统官邸的正门。开车经过瓦鲁湾工业

区，圣吉尔斯医院，澳大利亚大使馆。 

【塔玛瓦高地】最后到达塔玛瓦高地，可以看到苏瓦港的全景。热情的导游会指出国家体

育中心，2003 年南太平洋运动会的举办地，南太平洋大学的主校区和国会大厦。您也将有机

会从舒适的巴士上看到英国和美国大使馆的建筑。 

景点停靠时间： 

【斐济博物馆】: 约1小时15分钟 

【拍照】：约30分钟 

【车览城市观光】：约4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4821 斐济乡村之旅及传统民俗表演                 成人￥1043.00          儿童￥782.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斐济文化村】：途经 45分钟车程到达太平洋港，您将看到斐济村庄，热带雨林山脉和平

坦的牧场。而您的目的地是坐落于太平洋海港令人激动的世界闻名的斐济文化村。一名斐济战

士会以阵阵鼓声通报客人的到来，同时吹响海螺壳，用岛屿小夜曲欢迎客人的到来。礼仪小姐

届时将引领客人们前往村中心的圆形剧场，欣赏由斐济火焰行者和来自斐济文化村的迷人团

队献上的一场精彩表演。坐在靠背扶手椅上您会感觉仿佛远古时代重现在您眼前。观赏斐济火

焰行者在火焰中展现神秘的力量：在年长者吟诵时，年轻的男性从冒烟的深坑中移动燃烧的木

棍，露出坑底烧得滚烫发白的石头，预示这个古老典礼正式开始。下一幕斐济文化村的团队会

献上他们的特别演出，经过专业编撰的舞蹈重新演绎了传说和历史。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演

出：舞蹈结合了神秘的岛屿，瀑布，丛林，防备森严的寺庙（目前正在重修）和斐济最高的 Bure 

Kalou。演出结束后您可以在充满异域风情的热带花园中悠闲散步，可以静享岛屿小夜曲或跟

着您的领队游走在文化村的综合设施中，还可以与村民讨论和欣赏其他的手工艺品展览。 

 景点停靠时间： 

【拍照】：约10分钟 

【斐济村迎宾仪式】：约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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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行者和迷人团队表演】：约1小时 

【购物】：约25分钟 

【手工艺品展览】：约15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建议携带舒适的步行鞋，散步行程和巴士观光安排次

序有可能变动。当地观光巴士不配备空调系统。 

 

4824 萨瓦尼村庄&斐济博物馆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萨瓦尼村庄】您将乘坐当地巴士前往苏瓦市，沿着爱丁堡的车道行驶，穿过苏瓦最宜人

的海湾之一，欣赏苏瓦港和劳塔拉湾的壮丽景色。在路上您会看到斐济的医学院，Colo-I-Suva

农业试验站和通往 Nausori镇的肥沃土地。您将穿过以睡莲闻名的怀曼努河，然后经过阿迪卡

波学校——ACS——这是一所著名的女子寄宿学校，最初是 50年前建立的男孩学校。友好的村

民们一到这里就会等着给您戴花环，接着穿着传统服装的斐济勇士们将领您前往广场参加独

特卡瓦酒庆典（斐济特色饮品）。您将了解斐济的历史，生活习俗，欣赏传统的艺术工艺演示，

例如：垫子，篮子，帽子的编制和椰子汁的榨取，我们还将参观村庄，观赏由村民带来的米克

表演，聆听离别前斐济告别之歌的演唱。 

【城市观光（车览）】您的回程将带您沿着坎宁安路经过国会大厦、论坛秘书处大楼和苏

瓦海滩，在那里您将看到酋长大厦和总统官邸的大议会。 

【斐济博物馆】回到船上之前的下一站是斐济博物馆。斐济博物馆收藏了食人族时期的展

品和来自布莱船长邦蒂号上的船舵。其他的陈列品包括古代陶瓷，战斗轻舟以及托马斯贝克教

士的鞋子残留物（被食人族吃掉的传教士）。 

景点停靠时间： 

【拍照】：约20分钟 

【萨瓦尼村庄】：约1小时 

【购物】：约25分钟 

【城市观光（车览）、斐济博物馆】：约1小时15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4825 森林保护区和徒步探险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斐济森林公园】我们将带您前往斐济著名的森林公园，那里有高山泳池以及各种各样的

鸟类！乘车穿过风景优美的区域后来到苏瓦后面的山上，您将有机会在斐济森林公园郁郁葱葱

的热带雨林中锻炼身体。您将沿着山边开启一段伟大的徒步旅行和丛林漫步，来到宁静的森林

中，周围是丛林和品种丰富的鸟类。您会有时间放松一下，在清澈凉爽的山间泳池里畅游一番。 

【游艇俱乐部茶歇】徒步结束后，您将被带到苏瓦游艇俱乐部，享受美味茶点，俯瞰苏瓦

港美景，在我们返回港口之前，享受悠闲放松的氛围。 

景点停靠时间： 

【斐济森林公园】：约1小时30分钟 

【拍照】：约30分钟 

【游艇俱乐部茶歇】：约1小时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订。建议穿舒适的徒步鞋。对于行动不便的游客，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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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该短途旅行。如果天气不好，旅程可能会被取消。请自备泳衣、毛巾和防晒霜。仅限身体

健康的游客参加这次旅行。旅行巴士上没有空调。 

 

02R4 海滩休闲一日游                                 成人￥665.00      儿童￥553.00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私人海滩】乘坐旅行车，带您去太平洋港口海滩，穿越郁郁葱葱的绿色花园、种植园，

一路感受美景，到达德乌帕周围的热带风景。到达后，在您开始放松之前，导游会让您熟悉相

关注意事项。您可以放松，游泳或在沙滩上散步，在沙滩上尽情享受闲适时光，从远处欣赏岛

屿全景。感受微风，游泳，玩排球或橄榄球游戏，在摇曳的椰子树下看书。享受休闲乐趣。 

景点停靠时间： 

【私人海滩】：约2小时 

温馨提示：请携带更换衣物、防晒霜、眼镜、帽子和一些现金（用于购买饮料、零食等）。

不推荐在此海滩浮潜。 

 

 

 维拉港（瓦努阿图）  

 

01PR 埃卡苏普文化村之旅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埃卡苏普文化村】在过去两年中，埃卡苏普文化村获得了瓦努阿图最佳旅游景点奖。在

这里，穿着传统服饰的埃卡苏普村民将带您深入了解古代美拉尼西亚神奇而神秘的世界。在茂

密雨林中的各个中转区之间短途步行， 体验美拉尼西亚的古老文化和习俗，介绍医学（源自

草药，根，树皮和叶子的传统疗法。 来到一个没有电的村庄，了解村民如何每天保存或准备

食物。 迷人而古老的沙画艺术令人惊叹。 从遥远的过去听到同类相食的故事，观看富图纳群

岛青年的表演，观看美观且实用的篮子、垫子和帽子的编织演示。 

景点停靠时间： 

【埃卡苏普文化村】：约1小时30分钟 

温馨提示：洗手间设施可能比较基础。 为了让您的一天尽可能愉快，请确保您穿着舒适

的平底鞋，适合天气条件的衣服，帽子，携带 SPF30 +或更高因子的防晒霜和瓶装水。 

 

01PX 直升机体验之旅                                                   成人￥945.00         儿童￥945.00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直升飞机】：没有比乘坐直升飞机俯瞰瓦努阿图全景更好的方式了！您将悠闲地乘坐接

驳船到达直升飞机起飞地点。一切准备就绪后，您将享受翱翔于高空的奇妙旅程，首先您会经

过我们的邮轮，然后盘旋在梦之湾的上空—这是坐落在郁葱热带雨林和迷人海滩之间的港湾。

在高空中，俯瞰在独木舟上的当地渔民，妇女在花园中畅谈，还有儿童在水中嬉戏。甚至有可

能发现海龟和海象。还有瓦努阿图的度假区、本地棚户区和卡瓦小房子。360度全方位地观测

这些不可思议的事物吧！ 

景点停靠时间： 

【直升飞机】：约1小时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如果预订此行程客人数量超过了景点最大可承受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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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将会分批进行。体重限制：单人不超过 120公斤，三人不超过 300公斤。起飞前，您将接

受安全须知简介，救生衣使用介绍等。圣诞节期间此行程将取消。建议旅客穿着舒适的鞋子、

适合当地天气的衣服和太阳帽，自备防晒霜和瓶装水。此行程不适合行动不便的客人参加，可

能会有晕机可能。 实际飞行时间约 15分钟。请务必听从当地工作人员安排。 

 

01PZ 畅游梦之湾与浮潜体验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四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梦之湾】：乘坐着六十年代的经典游艇，前往受保护的 pango 半岛。穿过 Irririki 和

Ifira群岛到达梅尔湾。您将在受保护区域——梦之湾登陆。您可以选择在游艇的甲板上放松

身心，也可以跟着船员上岸在雨林中漫步。享受自由自在的海滩游泳或观赏当地海洋生物栖息

的珊瑚礁。也有机会体验在自然的“水族馆”中喂食鱼类。 

景点停靠时间： 

【梦之湾】：约2小时40分钟 

温馨提示：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如果预订此行程客人数量超过了景点最大可承受人数，

行程将会分批进行。我们将提供潜水设备。浮潜适合所有级别的游客，包括初学者。建议旅客

穿着舒适的鞋子、适合当地天气的衣服和太阳帽，自备防晒霜和瓶装水。游泳时请按遵循导游

提示注意安全。 

 

01PW 泻湖巡游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泻湖驳船】在小型巴士短暂换乘后，登上驳船，在泻湖里巡游。驳船沿途经过私人住宅、

村庄、雨林和海滨度假胜地时，可以听到完整的讲解。一定要带上相机以捕捉壮丽的景色。 

景点停靠时间： 

【泻湖驳船】：约 1小时 50 分钟 

温馨提示：强烈建议穿上攀礁鞋或砂石鞋。为了确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请确保您穿上舒

适的平底鞋以及适合天气条件的服装、帽子、防晒霜（防晒指数 SPF30+或以上），并自备瓶装

水。 

 

01PY 玻璃底船和浮潜之旅                                         成人￥413.00      儿童￥309.75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玻璃底船】在瓦努阿图全新定制的浮潜船上，和鱼儿一起在温暖的维拉港游泳。从珊瑚

礁上方水域滑过时，通过船只的大型玻璃底观赏维拉港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一旦到达伊瑞瑞

基岛的珊瑚礁，您就可以在许多热带鱼中潜水，并亲手给它们喂食。 

景点停靠时间： 

【浮潜】：约 45 分钟 

【玻璃底船】：约 20分钟 

温馨提示：所有的浮潜设备和鱼食均会提供。为了确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请确保您穿上

舒适的平底鞋以及适合天气条件的服装、帽子、防晒霜（防晒指数 SPF30+或以上），并自备瓶

装水。如需摄影，请自备水下相机。 

 

02SO Cascades瀑布生态之旅                          成人￥553.00         儿童￥4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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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Cascades瀑布】：Cascade瀑布是一个50米高的瀑布，坐落在丛林般的热带雨林中，拥

有着自然侵蚀的岩石游泳池。在当地导游的带领下，您将步行约50分钟，穿      过热带雨林

并进入瀑布和游泳池。这条路是唯一的捷径，有时候可能比较泥泞湿滑。然后穿过浅水流到

瀑布，您将享受这壮丽的自然美景。 

【点心】：瀑布底部附近，在定制乐队的伴奏下享受新鲜的时令水果。 

景点停靠时间： 

【Cascades瀑布】：约2小时 

【点心】:约10分钟 

温馨提示：严禁穿高跟鞋和平底鞋，建议穿上礁鞋或运动鞋等鞋类。维拉地区降雨量有时会低

于平均水平，导致瀑布水量减少。洗手间设施可能比较简单。考虑到旅行的性质，请对相机采

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或者您也可以购买一次性防水相机。为了让您的一天尽可能愉快，请确保

您穿着适合天气条件的衣服和帽子，随身携带 SPF30或系数更高的防晒霜和瓶装水。 

 

 

 塞班（北马里亚纳群岛） 

 

02QM 塞班南部精华游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参观塞班岛南侧的景点，想象 73年前登陆红海滩、绿海滩、蓝海滩和黄海滩的壮观景象。

人们只能想象 73年前的混乱喧嚣，沙滩车就像当年的谢尔曼坦克一样，第四师和第二师分开

冲向岛屿。就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第一天的任务是达到 0-1，五天之后，就能达成目标。    

【日军监狱】您的第一站将是陈旧的日军监狱，据说著名的女驾驶员艾米丽·艾尔哈特被

俘后囚禁在这里；参观完监狱之后，您可以沿着中道观看左侧山脉，岛上恢复安全后，奥巴上

尉曾经在这里躲藏了 15个月。在主干道 1/4路段转弯，停留观看红色海滩和绿色海滩交错侵

入。 

【埃斯力拓建筑群】观察完绿色海滩之后，您可以越过阿根尼点，前往老旧的埃斯力拓建

筑群，此处沉入地下 1年，直至 50周年纪念日才被挖掘出来，直至今日，我们的游客都会来

这里参观。 

【美国纪念公园】离开埃斯力拓后，您将前往加普安的美国纪念公园（AMP），随后返回船

上。 

景点停靠时间： 

【日军监狱】：约 15分钟 

【红色海滩】：约 15分钟 

【绿色海滩】：约 15分钟 

【埃斯力拓建筑群】：约 15 分钟 

【美国纪念公园】：约 35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QN 军舰岛海滩之旅                                                  成人￥413.00         儿童￥3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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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军舰岛】军舰岛是一处旅游景点、历史遗迹和保护区。这里是海洋保护区，一个禁止捕鱼的

区域。鱼儿会在水中向您游来，这是最好的体验海洋生物的方式。对于狂热的浮潜者或初级潜水

者来说，这是在我们的海洋保护区体验大自然的一种方式。这里是我们当地卡罗里尼人的一个历

史遗址，他们的一个首领就埋葬于此；这里也是您在塞班岛看到的六英寸大炮的所在地。    

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行列，在军舰岛的海滩边度过您的休闲时光。    

景点停靠时间： 

【军舰岛】：约 4 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1NL 生态探险之旅                                  成人￥805.00         儿童￥603.7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千鸟岛】：这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美丽的玄武岩下面是珊瑚礁，这里搭建着成千上

万的当地鸟类的家。 

【自杀崖，万岁崖】：这是家族，学校，宗教组织每年朝圣活动必到的里程碑，朝圣者们

在这里祈祷世界和平以及悼念过去为和平而战的英灵。 

【MARPI海滩】：在自杀悬崖下面，开启生态探险之旅，在那您可以浮潜，可以免费租赁面

具和脚蹼。 

景点停靠时间： 

【千鸟岛】：约 35分钟 

【自杀崖，万岁崖】：约 30 分钟 

【MARPI 海滩】：约 45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1NM 全地形越野车之旅                              成人￥693.00        儿童￥553.00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北极星全地形越野车】：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全地形越野车！您可以自己驾驶或坐在后

座。您的导游将带您到塔波加峰，走一条特别的路线！从岛上的最高峰俯瞰壮丽的景色，享受

令人愉快和舒适的乘坐，这特别的体验只有 Razr可以提供。一旦登上塔波加峰，您就不会忘

记塞班岛 360度的全景。 

景点停靠时间： 

【北极星全地形越野车】：约 1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年龄限制：3岁以上。 

 

01NO 潜水艇观光                                  成人￥1085.00         儿童￥813.75 

 游览时间：约一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潜水艇】： 

赛丽娜潜水艇是北马里亚纳群岛唯一真正获得美国海岸警卫队认可的潜艇。 一旦您潜入

水面，您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这片寂静的蓝色区域中，您会看到珊瑚群、五颜六色的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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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海龟、蝠鲼和二战时的沉船残骸。 

在“赛丽娜”号潜艇上潜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安全、有趣、舒适和刺激的，没有比在真正

的有空调的潜艇中舒适地潜水更令人兴奋的活动了。这对您而言将是一次毕生难忘的冒险。所

以，登上巨大的黄色潜艇开始您的难忘之旅吧…… 

景点停靠时间： 

【潜水艇】：约 1 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1NR 塞班东部短途巡游                                                 成人￥483.00         儿童￥483.00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塔波加峰】：从塔波加峰 360 度的观景台远眺，如果天气情况良好，您可以看到塞班岛

和天宁岛的全景；如果云不太多，您甚至可以看到罗塔岛。 

【圣母洞】：圣母洞是个露天的地方，据说是在“神示”下发现的，这里有岛上唯一的淡

水水井，这水井据说对身体很好。圣母洞附近的植物也是全岛最高的，到了这里，可别忘记打

上一瓶“圣水”尝尝。 

【hidden海滩】：在 hidden海滩享受片刻休闲时光。 

【土人农场】：在土人农场体验当地民风，品尝当地水果。 

景点停靠时间： 

【塔波加峰】：约 15分钟 

【圣母洞】：约 15分钟 

【Hidden 海滩】：约 20 分钟 

【土人农场】：约 20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1N6 塞班北部短途巡游与购物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两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游览塞班岛的北部，那里美丽的天然石灰石悬崖高达海拔 880英尺。如今，它是太平洋上

最重要的国家公园之一。古老的洞穴里，象形文字是古老的查莫罗人存在的见证，战争时德国

人使用这个洞穴作为隐蔽的日本人监狱，我们保留了这个遗址，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追忆过

往。 

【万岁崖】：这是家族，学校，宗教组织每年朝圣活动必到的里程碑，朝圣者们在这里祈

祷世界和平以及悼念过去为和平而战的英灵。 

【日军最后司令部遗址】：它坐落在自杀悬崖上面，时刻警醒世人和平的珍贵和不易。 

【蓝洞 GROTTO】：第三个景点是蓝洞 GROTTO，这里是塞班最著名、难度最高的潜水地点，

被《潜水人》杂志评为世界第二的洞穴潜水点。蓝洞最神奇之处，就是石灰岩经过海水长期侵

蚀、崩塌，形成一个深洞，水深达到 17 米，最深处达到 47 米，蓝洞与外海有 3 条相连的水

道，光线从外海透过水道打进洞里，蓝洞水池内能透出淡蓝色的光泽，相当美丽。          

【千鸟岛】：这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区，美丽的玄武岩下面是珊瑚礁，这里搭建着成千上

万的当地鸟类的家。 

【T-百货广场】 ：DFS旗下 T广场(塞班店)是塞班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购物中心。 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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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 T 广场(塞班店)独家销售吉祥物 Saipand；店内经营超过 50 多个奢华品牌，分成五大营

业区:美妆及香水、品牌专门店、名贵腕表、时装箱包、洋酒、本地纪念品及食品等。店内的

限量版皮具及手袋，每件都经精心挑选，材质珍贵，限量稀少，设计独特，都是收藏馈赠的好

选择。在商业街血拼之后我们搭乘班车回到码头。 

景点停靠时间： 

【万岁崖】：约 15分钟 

【日军最后司令部遗址】：约 20 分钟 

【蓝洞 GROTTO】：约 20 分钟 

【千鸟岛】：约 15分钟 

【T-百货广场】：约 15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佐世保 （日本） 

00CE 九十九岛及游船                                成人￥483.00        儿童￥362.25 

游览时间：约三小时三十分钟（不含餐）                                      座位有限 

【九十九岛】本次行程将带您去佐世保中最好的景点之一——西海国家公园。九十九岛的

208个岛屿是西海国家公园最著名的特征之一。 

【游船】我们将乘坐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船，感受深蓝色的大海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的

色彩反差及美丽景致，享受愉快的巡游之旅。 

【弓张岳天文台】这是一个能够看到佐世保和九十九岛海景的展望台，从这里俯瞰能欣赏

到如同拼图一般星罗棋布的诸岛的绝美景色。 

景点停靠时间： 

【九十九岛】：约 1小时 20 分钟 

【弓张岳天文台】：约 40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 

 

02JO 九十九岛和海闪闪水族馆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九十九岛】九十九岛是群岛，位于佐世保市西北方向 30公里的海上，它在日语中被称为

“九十九岛”。“Kuju-ku“是”99“，也有”很多“的意思。九十九岛的 208个岛屿是西海国

家公园最著名的特征之一。 

【弓张岳展望台】这次旅行中，您将首先参观弓张岳公园，这是一个能够看到佐世保和九十

九岛海景的展望台，您可以欣赏到市区的壮丽景色。 

【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村游船】接着您会来到佐世保的久久岛珍珠海度假村，这里有水族

馆、游船、餐馆和纪念品商店。这里有许多水上活动，游客可以尽情享受九十九岛美丽的海景。

我们将乘坐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船，感受深蓝色的大海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的色彩反差及美

丽景致，享受愉快的巡游之旅。 

【海闪闪水族馆】海闪闪水族馆位于珍珠海度假村内，九十九岛水族馆有个好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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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闪闪”（海きらら），意思是如同海上最耀眼的光芒一样。这个水族馆将九十九岛海洋

原样重现，穿过每一个大厅都会有别样的惊喜。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在九十九岛海域发现的约

100种水母，在水母交响乐厅是利用悠扬的音乐、充满幻影的光线，把水母优雅畅游的画面展

现出来，轻轻飞舞着的水母酿造了梦幻般的氛围，让人全身感到放松，就像听了一场交响乐，

是水族馆很有人气的展示场所， 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水母展览。 

【纪念品商店】行程的最后我们将带您去到纪念品商店，您可以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景点停靠时间： 

【弓张岳展望台】：约 30分钟 

【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村游船、海闪闪水族馆】：约 2小时 40分钟 

【纪念品商店】：约 40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JR 佑德稻荷神社&有田陶瓷公园                  成人￥693.00      儿童￥519.7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三十分钟（含餐）                                       座位有限 

【佑德稻荷神社】该神社被认为是日本三大神社之一，与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和爱知县的

丰川稻荷神社并列，稻荷神社是神道教最受欢迎的神祗之一，与水稻、富裕和狐狸有关。 

【有田陶瓷公园】有田陶瓷公园以其欧洲主题建筑和现场啤酒工厂让游客领略验德国风情。

这里的主要景点是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Zwinger Palace），这是另一个以生产精美瓷器而闻

名的城市。您可以试着品尝公园商店里的清酒。此外，您可以自费在现场体验制作瓷器的过程，

也可享受自由活动时间。 

【纪念品商店】行程的最后我们将带您去到纪念品商店，您可以买一些礼物带回去。 

景点停靠时间： 

【佑德稻荷神社】：约 50分钟 

【有田陶瓷公园】：约 2 小时 

【纪念品商店】：约 1 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0C9 豪斯登堡主题乐园                         成人￥1043.00        儿童￥782.25 

 游览时间：约七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豪斯登堡】豪斯登堡是全亚洲最大的主题乐园。这里无论是建筑、街道、交通工具无

一不充满了 17世纪      浓浓的荷兰风情。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更让这里的景色得天独厚。 

 由于它获得王室的建筑许可，重现了现任荷兰女王所居住的豪斯登堡宫殿，故命名为“豪

斯登堡”。整个园区的规划以荷兰女王在海牙的宫殿为蓝本，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这个住宅

风格的主题园区有运河贯穿，周围环绕着绿色植物、森林、娱乐、商店、餐馆、五家不同的酒

店、一个码头和住宅区。占地 152公顷的广阔度假村正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花卉胜地，全年

都能找到鲜花盛开的鲜花。您既可以参观博物馆和娱乐活动，还可以悠闲地漫步，或在遍布鲜

花和绿色植物的街道上骑车，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景点停靠时间： 

【豪斯登堡】：约 6小时 

温馨提示：1， 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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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休闲鞋，涂抹防晒霜。2，本行程包含豪斯登堡一日通行证。 

 

02JM 平户市精华游                           成人￥623.00            儿童￥467.2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在这次旅行中，您将体验到平户的历史文化。平户坐落于长崎市西北地区的平户岛。它的

繁荣始于由封建领主松村统治的城下町。平户城坐落在一座山上，守卫着平户港口和平户海峡，

而这条海峡曾经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重要贸易路线的一部分。 

【平户城】首先，您将参观平户城，从城中可以俯瞰平户港口以及黑岛的古老森林。它的

博物馆里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平户封建时代。 

【松浦历史博物馆】然后去参观1955年成立的松浦历史博物馆，它是长崎市最古老的博物

馆。该博物馆位于松浦家族在平户市的旧宅，江户时代（1600-1868）松浦家族统治着平户地

区。您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在花园中 

漫步，参观一下住宅区的闲云亭茶室，在那里可以放松享用一套抹茶茶具（需额外付费）。该

博物馆还包括一间不错的咖啡馆和礼品店。 

【平户濑户集市】最后，前往平户濑户集市，那里是平户最大的生鲜市场。您可以享受当

地的海鲜和农产品，也可以买到蔬菜、纪念品等。 

景点停靠时间： 

【平户城】：约 1 小时 

【松浦历史博物馆】：约 1小时 30分钟 

【平户濑户集市】：约 1 小时 10 分钟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

闲鞋，涂抹防晒霜。 

 

02JN 茶园生态自然之旅                           成人￥763.00       儿童￥572.25 

 游览时间：约六小时（不含餐）                                            座位有限 

【配茶工坊】在这次旅行中，您将参观配茶工坊。首先，您将参观茶园的梯田，享受日本乡

村的美好氛围和优美的乡村风光。然后前往配茶工坊。请来我们著名的茶吧之一，在我们的配

茶工坊内体验配茶技艺。您可以在流行工坊内了解配茶与品茶的艺术。从我们的茶墙中享受无

限量的热饮或冰饮。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制作茶鸡尾酒，在此之后，请尽情享受配茶作品。 

【纪念品商店】最后，前往纪念品商店。回程途中会在佐贺火车站停留拍照，在那里还可以

欣赏大村海湾的美景。返回港口之前，您可以尽情享受优美景色。 

景点停靠时间： 

【配茶工坊】：约 2小时 30 分钟 

【纪念品商店】：约 1 小时 

温馨提示：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

休闲鞋，涂抹防晒霜。 

 

02PQ 九十九岛，海闪闪水族馆和文化体验之旅 （2019环球专属行程）     成人￥903.00       

儿童￥677.25                                            

游览时间：约五小时（含海鲜餐）                                           座位有限 

【九十九岛】九十九岛是群岛，位于佐世保市西北方向30公里的海上，它在日语中被称为

“九十九岛”。“Kuju-ku“是”99“，也有”很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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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张岳公园】这次旅行中，您将首先参观弓张岳公园，这是一个能够看到佐世保和九十

九岛海景的展望台，您可以欣赏到市区的壮丽景色。 

【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村】接着您会来到佐世保的久久岛珍珠海度假村，这里有水族馆、

游船、餐馆和纪念品商店。 

【海闪闪水族馆】海闪闪水族馆位于珍珠海度假村内。这个水族馆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在

九十九岛海域发现的约100种水母，在水母交响乐厅是利用悠扬的音乐、充满幻影的光线，把水

母优雅畅游的画面展现出来，轻轻飞舞着的水母酿造了梦幻般的氛围，让人全身感到放松，就

像听了一场交响乐，是水族馆很有人气的展示场所， 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水母展览，绝对不能

错过。 

【海鲜餐】接下来您将享用歌诗达游客专享午餐，餐内包含新鲜的牡蛎和海鲜，能让您大

饱口福。 

【传统文化体验】午餐过后您会受邀体验日本的传统文化——抽陀螺（在佐世保尤其有名）。

之后您还可以体验一下佐世保传统的五十米短跑项目，如果您不想参赛，您也会体验到做一名

观众的乐趣。参加这些活动可以让您对日本文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4O3拱廊商业街】行程的最后我们将带您去日本最长的拱廊商业街（长1km的4O3拱廊商

业街），您可以在那里购物，吃吃东西，享受自由的时光。祝您在佐世保游玩愉快！ 

景点停靠时间： 

【弓张岳公园】：约 30 分钟 

【九十九岛珍珠海度假村游船、海闪闪水族馆】：约 1小时 

【海鲜餐、传统文化体验、4O3 拱廊商业街】：约 2 小时 30 分钟 

温馨提示：此行程每逢周一不售卖。行程顺序可能会有所改变。座位有限，请提前预约。

请穿轻便服装，舒适的休闲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