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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迎接秋季旅遊旺季來臨，越捷航空推出
為期5天的推廣活動，這項計劃由昨天（8
月9日）至8月13日提供20萬張HK$0機
票，推廣活動適用於所有國際航線，包括由
胡志明市、河內、峴港和海防往來香港/首
爾和釜山/高雄、台北、台南和台中/新加
坡/曼谷/吉隆坡/仰光/暹粒的國際航線，航
程由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止。
此等優惠機票可於期內下午一時至三時黃金
時 間 ， 在 www.vietjetair.com 或 www.
facebook.com/VietjetHongKong訂購。

每年夏至，太陽直射北緯23.5度所在的
北回歸線，台灣當日白天時間最長，且中
午會出現「立竿不見影」的自然現象。日
前，台灣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表示，今個夏
天他們將這優勢包裝成「台灣夏至235」
節慶，代表台灣夏季的品牌節慶，包括了
夏季消暑必吃美食、必玩活動、景點，以
及優惠措施，讓旅客感受台灣專屬的熱情
與清涼。
台灣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蔡宗昇主任表
示，北回歸線從東到西串起台灣東部海
岸、花東縱谷、阿里山、西拉雅、雲嘉南
及澎湖等6個風景區，不只有壯闊秀麗的
美景，更有今夏消暑美食與活動。加上，
他表示，這是第一次在香港推廣「台灣夏
至235」，他們亦特別與HotelsCombined
合作，以台灣夏至235的海洋靈魂為主
題，從深度旅遊的角度，介紹花蓮台東、

澎湖小琉球、高雄屏
東、台南等地區好吃、
好玩好住的資訊，將讓
香港市民對台灣夏季旅
遊品牌節慶耳目一新，
當中HotelsCombined亦
精選不少特色住宿，希
望香港人可以去體驗台
灣多元的生活及文化。
為吸引更多香港市民

前往台灣，來自台灣的中華航空香港分公
司及長榮航空香港分公司也配合「台灣夏
至235」推廣活動，提供赴台機票的優惠
措施：如香港–台北–花蓮來回機票HK
$1,280起（未稅）；香港–高雄/台中–澎
湖馬公來回機票HK$1,290 起（未稅）
等，讓旅客在台灣區內可再乘內陸線往其
他地方及離島，而且還可以在內陸線航段

享受國際線的行李額度–每人30公斤
（內陸線原為每人10公斤），讓喜愛花東
離島伴手禮的香港旅客能更放心地至當地
滿載而歸。
同時，為了讓香港市民一嚐夏季專屬消

暑涼品，由即日起到9月底止，只要憑電
子機票、酒店住宿證明、入台證或護照，
於出發前兩個星期之內，就可以到台灣觀

光局香港辦事處（地址：九龍尖沙咀廣東
道30號新港中心1座5樓512室）換取佛
都愛玉名店的「水果愛玉」，或深受港人
喜愛的天仁茗茶「特上鮮綠愛玉冰茶」免
費兌換券1張（一位旅客一張），限量各
1000杯，詳細資訊可上台灣觀光局香港辦
事處FB或「Trip Taiwan去台灣」網站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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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北回歸線「海洋靈魂」主題
「台灣夏至235」機票優惠

■文圖：雨文

一條龍交通套票
如大家想到小琉球遊覽，今個月，大家可

購買「暑假限定促銷」高雄小琉球一條龍交
通套票（NT899），從高鐵左營站出發，坐
接駁車，前往東港東琉線碼頭，造訪東港
及小琉球景點，已可以輕鬆方式享受旅程，
套票包括︰高雄高鐵至東港接來回駁車（拚
車制/當日來回）（依人數調派車輛）（原
價NT500/人）、東港至小琉球來回船票
（泰富號客輪）（原價NT410/人）、小琉
球易速達電動機車一天（8hr/2人一部/當日
還車/1 人 1 部需補差價 NT125）（原價
NT200/人），旅客可由即日起至8月31日
預購，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
查 詢 ︰ https://dapeng.welcometw.com/

tickets/info/GENERAL/9nm

越捷推秋季優惠

■文︰雨文

■■來到瑞穗定要在北回來到瑞穗定要在北回
歸線地標興奮跳起歸線地標興奮跳起

■■澎湖雙心石滬澎湖雙心石滬

■■佛都愛玉名店佛都愛玉名店
的的「「水果愛玉水果愛玉」」

■■台灣觀光區與相關團體合力推廣台灣夏台灣觀光區與相關團體合力推廣台灣夏
至至235235的優惠的優惠 ■蔡宗昇主任（右三）推介「台灣夏至235」活動。

旅遊
資訊

在觀賞潮
間帶時，要尊
重生命，不獵
捕、不購買、
不採集、不攀
折、不侵擾或
破壞野生動物
賴以生存的棲
地。私自獵捕
生物要重罰。
遵守「垃圾不
落地」原則共
同維護環境清潔。想遊覽潮間帶要注意開
放時間，為了小琉球海洋生態的永續發
展，民宿及觀光業者共同發起12月1日起
至翌年3月31日禁止進入潮間帶，讓生物
能夠休養生息及繁衍後代。看潮間帶須配
合潮汐及視天氣而定，非每日都可以成
行。
雖然行色匆匆，未有時間體驗小琉球的
特色美食，但知道有必吃的小琉球燒肉王
海鮮餐廳、相思麵、麻花捲、旗魚黑輪，
廟口點心站、鄭記小琉球香腸。珊瑚菜，
是小琉球現採之珊瑚海菜，口感細膩爽
口，深受遊客喜愛，不論是涼拌、清炒、
煮湯，皆十分美味健康，是不能錯過的地
道美食； 海菜凍，是用珊瑚草或鹿角草
經熬煮、過濾加工製成，口感類似果凍，
據說對腸胃很好，有降血壓的功效，下次
定不會錯過！

到小琉球潮間帶到小琉球潮間帶探探「「海膽之家海膽之家」」

鳴謝：台灣觀光局、大鵬灣風景區、屏東縣觀光協會、屏東客運

在屏東東港碼頭搭乘觀光快輪泰富
輪船前往，輪船高速在海面飛

翔，白浪翻滾，你與輪船就徜徉在湛
藍海水與璀璨陽光之下踏浪前行，廿
多分鐘就抵達白沙尾觀光港碼頭。白
天來到小琉球自然是看海、玩浮潛、
看海龜、潮間帶看生態；夜觀星象、
夜遊探險，時間非常充實。
花瓶石為小琉球島上最著名的景點，
景點由於鄰近小琉球主要的出入港口——
白沙尾港，船隻未泊岸，旅客從遠處已
見到這「花瓶」，旅客造訪琉球，必到

此景點打卡。花瓶石是原本的海岸珊瑚
礁被地殼隆起作用所抬升，然後頸部長
期受到海水的侵蝕作用，形成上粗下細，
類似花瓶的特殊造型，加上岩頂上長滿
了臭娘子及盒果籐等植物，如同插花
草的花瓶，因此便取名為「花瓶石」。
在花瓶石周圍，正在海水面下新形

成的珊瑚群礁，許多遊客除了在此打
卡，也會戲水及玩浮潛，看見教練帶
領一隊隊遊客穿戴蛙鏡、拎救生圈
向海岸出發，玩浮潛看海龜、珊瑚
魚、海葵等，十分開心！

另一打卡景點是望海亭，此地
是看海景，尋覓綠蠵龜芳蹤之
地。望海亭位於美人洞景點的靠
海側，居高臨下可以欣賞到琉球
嶼的海崖、珊瑚裙礁海岸與海水
箱網養殖。海崖的形成，主要是
由於地殼隆起與海水面變遷，使
原本海水面下的珊瑚礁出露。無論是
峭立石壁還是林蔭，抑或碧海藍天及
壯闊的珊瑚礁都能讓人不自覺的放鬆
心情，享受眼前的美好時光。當天綠
海龜故意和我們玩遊戲，不知跑到哪
裡會朋友亦或在海底睡覺，導遊說平
日許多綠蠵龜出沒。等了良久，終於
見到一隻懶洋洋地游近海岸，立即用
長鏡捕捉，總算沒白等。
既然如此，就趕緊去潮間帶看其他
海洋生物，小琉球潮間帶導覽是被形
容為最受歡迎的生態live騷，不管是
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小琉球的潮
間帶有蛤板灣、漁埕尾、肚仔坪及杉
福潮間帶。潮間帶是漲潮時被海水淹
沒，退潮時露出水面的一塊區域。獨

特的珊瑚礁地形造就了豐富的動植物
生態，退潮時所遺留的生物：如海
膽、海星、海兔、海葵、寄居蟹、海
參、螺貝類、各種各式熱帶魚及藻類
等。
潮間帶的白天夜晚所看到的情景完全

不同，白天清楚看出海洋生物；在漆黑
的夜晚藉月光和手電筒，在茫茫海岸
邊探險，有說不出的驚險刺激。

此行選擇在位於肚仔坪及
杉福漁港之間的杉福潮間
帶，此潮間帶物種豐富，非
常值得一遊。由於遊客多，
為避免多人踩踏潮間帶造成
傷害。同一時間只能300人
進入潮間帶管制區，每團隊
遊覽約1小時。所以，通常去
到入口處需要排隊稍為等候。
要出發去潮間帶導覽前，先換
上膠拖鞋，再請當地生態導覽
員帶領你進潮間帶遊覽，助你
了解所見的海洋生物。
潮間帶上有幾座珊瑚礁，形

狀似動物，珊瑚礁腳下的坑洞
長出一大堆黑黑刺刺的生物被
淺水浸泡，哦！海膽，原來
這裡是「海膽之家」，各種類
都有，如蝦夷馬糞海膽、魔鬼
海膽等。馬糞海膽（Green
sea urchin）又俗稱海栗或綠海
膽，是一種小型海膽，身體近
半球形，硬殼外密生許多短
刺，棘刺短而茂密呈棕黃綠
色，因為長得像一小堆馬糞，
不像魔鬼海膽的刺具有攻擊
性。為了保護自己，會用管足

抓貝殼、藻類或珊瑚碎片等
遮蔽自己的身體。口位於身體
底部中央，顎及牙齒高度進
化，肛門在身體的上方。馬糞
海膽是最多人食用的。
軟軟黏黏的黑海參、棘輻肛

參、蕩皮參是小琉球常見海
參，黑海參看起來有點可怕，
但其實就像玩具一樣無害也不
會亂動，放在手上才知道原來
捏海參牠會噴水的。棘輻肛
參的偽裝功夫很厲害，通常會
用沙子包裹全身，如果不仔細
看不清楚是參還是沙，海參每
年至少可過濾50公斤的珊瑚
沙，因此被稱為海蚯蚓或海中
的清道夫。找到海膽、海參
外，還見到粉紅色珊瑚、熱帶
魚、螺貝等，可惜未看到海
兔、藍海星。

望海亭看海景尋龜蹤

生態觀察時的叮嚀

潮間帶遊覽1小時長見識

■■小琉球潮小琉球潮
間帶的珊瑚間帶的珊瑚

台灣小琉球是近年遊台的熱門景點台灣小琉球是近年遊台的熱門景點，，位於台灣屏東縣琉位於台灣屏東縣琉

球鄉球鄉，，小琉球環島公路全長才小琉球環島公路全長才1818公里公里，，主要景點多分佈於主要景點多分佈於

公路兩側公路兩側，，景點之間距離近景點之間距離近，，是很簡單遊玩的線路是很簡單遊玩的線路，，十分十分

適合單車族及機車族前來賞遊適合單車族及機車族前來賞遊。。由於小琉球來往屏東縣其由於小琉球來往屏東縣其

他地方需靠搭船他地方需靠搭船，，尾班船是下午尾班船是下午55點多點多，，若不在島上民宿若不在島上民宿

住一夜住一夜，，相信一天難以遊覽完全部景點和享受潛水相信一天難以遊覽完全部景點和享受潛水。。此次首次此次首次

踏上小琉球踏上小琉球，， 從白沙尾觀光港出發只能到望海亭從白沙尾觀光港出發只能到望海亭、、花瓶石花瓶石、、

杉福生態廊道這些精華點走走杉福生態廊道這些精華點走走 ，，其他的美人洞其他的美人洞、、龍蝦洞龍蝦洞、、烏鬼洞烏鬼洞、、老鼠老鼠

石石、、觀音石觀音石、、紅蕃石紅蕃石、、靈山寺靈山寺、、碧雲寺碧雲寺、、三隆宮三隆宮、、白燈塔白燈塔、、濕地公園濕地公園、、落落

日亭等就留待下一次細看日亭等就留待下一次細看，，單看精華景點也感覺到遊台灣島嶼單看精華景點也感覺到遊台灣島嶼，，不能缺這不能缺這

小島小島。。 ■■文︰婷婷文︰婷婷 攝︰焯羚攝︰焯羚

花瓶石打卡花瓶石打卡 兼玩浮潛兼玩浮潛

■■小琉球麻花小琉球麻花

■■望海亭對開海岸有出望海亭對開海岸有出
沒綠海龜沒綠海龜

■■小琉球特飲小琉球特飲

■■「「杉福潮間帶杉福潮間帶」」位於肚仔位於肚仔
坪及杉福漁港之間坪及杉福漁港之間

■■小琉球梅氏長海膽小琉球梅氏長海膽

■■特別的海特別的海
螺螺

■■小琉球小琉球
白沙觀光白沙觀光
港為遊客港為遊客
進出之主進出之主
要港口要港口

■■馬糞海膽是最多台馬糞海膽是最多台
灣人吃的灣人吃的。。

■■小琉球花小琉球花
瓶石岸邊不瓶石岸邊不
遠處可以浮遠處可以浮
潛潛。。

■■花瓶石是小琉球的地標花瓶石是小琉球的地標

■■黑海參黑海參，，
是小琉球常是小琉球常
見海參見海參。。

■■星海膽星海膽

■■多仔坪潮間帶的珊瑚
多仔坪潮間帶的珊瑚

■望月亭外望的海岸
與海水箱網養殖。

■■遠望小琉球遠望小琉球

■■小琉球潮小琉球潮
間帶的棘輻間帶的棘輻
肛參有層沙肛參有層沙
作自我掩護作自我掩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