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0 月 23 日更新

「云顶梦号」岸上游览团
芽庄 - 胡志明市
航程: 新加坡–芽庄–胡志明市 -新加坡
适用出发航次: 2019年4月16日 至 2019年10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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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芽庄及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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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心保障: 即使出现意外的延误，您也安全返回船只。



专业导游: 所有行程均由专业的英语导游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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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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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行程特色
用餐安排(午餐)

景点观光

具年龄限制

轻食安排

历史名胜

宾客需签署免责声明

探索体验

古今文化

不适合行动不便或乘坐轮椅的宾客

购物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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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量自身身体状况并
酌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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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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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7

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0 月 23 日更新

芽庄

World Dream

邂逅芽庄，这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她拥有令人魂牵梦绕的秀丽海湾，白色细软的沙滩，日光普照的山峦，
以及澄静清澈的海水。如果这些都不合您的喜好，那么，不如踏访婆那加占婆塔，或体验焕发精神的传统泥
浆浴，必定让您难以忘怀。

私人订制–畅游芽庄 (GDNHA80)

普通话或
英语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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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时

-

想要探索芽庄的城市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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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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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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精华游 (GDNHA01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8.5 小时

35 人起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备注

 【天依女神庙】也译作婆那加占婆塔，建于西元 7-12 世纪间，最大的
主塔内供奉着传说中传授了人民农业和编织技术的天依女神 。原有的
8 座宝塔，经过几次的掠夺和破坏，目前仅剩 4 座。塔寺外表古朴，宏
伟壮观。

天依女神庙

 【钟屿石岬角】这里有多处巨大的花岗岩石直指南海之中，既有感受
惊涛拍岸的震撼，亦有海风拂面的浪漫。迷人的景致让这里成为法国
电影《情人》的外景拍摄地之一，是宾客拍照留念的好地方。
 【大坝市场】作为芽庄最大的市集，这里是体验芽庄平民文化的最佳
场地，在车水马龙的小巷中，您可以找到销售各种生活杂货、食物、
海产、纪念品、服装等的过百个摊档。

钟屿石岬角

 【龙山寺】这座芽庄最大的寺庙建于 19 世纪末，建筑虽采用现代风
格，但由于四周被自然景观围绕，其庄严气氛中透露着宜人的幽静。
正殿之中有许多佛像围绕着莲花池，墙壁上更有许多佛教壁画。寺庙
后山上的白色大佛目光向下俯视，犹如正在守护整个城市。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芽庄中心】这个大型购物商场位于芽庄繁华区域，出售品牌衣物、

箱包等。这里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龙山寺
温馨提示:
- 按当地风俗,进入天依女神庙的时候需脱鞋。
- 参观天依女神庙需要步行大约 90 个台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 参观龙山寺需要步行大约 150 个台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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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庄湾海岛游 (GDNHA02W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英语导游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7.5 小时

35 人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备注

芽庄是越南首屈一指的海滩度假胜地，拥有越南最漂亮的海岸线，根据民
间传说，「芽庄」的名字是源于占婆语的「Yakram」意思是指「竹林河
流」。芽庄附近的海域海水清辙，很适合钓鱼、浮潜、水肺潜水等活动。
 【蚕岛】仿如一条绿丝带般为优美的芽庄湾锦上添花。抵达后，您可
免费畅玩以下活动：
蚕岛

芽庄大教堂

-

悠然于游泳池畅泳或放松躺卧于沙滩椅上享受日光浴(提供沙滩椅及遮
阳伞)

-

漂浮公园（20 分钟）

-

沙滩足球和排球

-

迷您高尔夫球(每人 20 球)

-

同时您也可以参加岛上提供的自费活动(只收取越南盾)，例如：降落
伞、海底漫步、潜水、水上飞行器等等。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大坝市场】作为芽庄最大的市集，这里是体验芽庄平民文化的最佳
场地，在车水马龙的小巷中，您可以找到销售各种生活杂货、食物、
海产、纪念品、服装等的过百个摊档。
 【芽庄大教堂(外观拍照)】教堂建于 1928-1933 年，是典型的哥特式
建筑。高大的钟楼气势恢宏，墙体的石刻和内部五彩雕花的窗户精美
别致，而其纯粹的原石颜色把教堂显得雄伟大气，宛然一座优雅的宫
殿。
温馨提示:
- 如天气情况不佳而无法乘船前往蚕岛，此行程将会被取消。
- 免费活动均以先到先得的形式于现场报名，名额需视当时情况而定并不接受提前预约。
- 水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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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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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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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意参加水上活动的宾客，建议预先穿上泳衣及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并带备毛巾、防晒霜和额外衣物。
- 活动范围设有更衣室及淋浴间(只供泠水)及储物柜(将收取一定的押金，只收取越南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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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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岛乐园之旅 (GDNHA03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8.5 小时

35 人起

新币 170 /成人
新币 150 /小童
备注

 【跨海缆车】登上 3,320 公尺、拥有健力士纪录的跨海缆车，它不仅
承担着陆地与竹岛之间的交通重任，更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您可
以在缆车上俯瞰芽庄深蓝的大海，及享受被美丽的芽庄湾全景环抱的
畅怀惬意。
 【珍珠岛乐园 Vinpearl Land】Vinpearl Land 位于芽庄最大的竹岛
上，占地达 20 万平方公尺，配备多种娱乐设施供您畅玩：

珍珠岛乐园 Vinpearl Land

-

水上乐园–广占 5 万平方公尺的范围内，包含了可欣赏芽庄市景观的
300 米长私人海滩及多款令人兴奋的水上游戏：滑梯、神风、太空洞、
波浪泳池等等。另亦设有儿童游泳池及家庭滑梯以供一家大小畅玩。

-

高山飞车–作为亚洲第一的岛上越山过山车长度达 1,760 米。高山飞
车让您得以在海拔 140 米的高度俯瞰整个竹岛。

-

水族馆–发现海洋世界神秘而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越南第一个隧道式
设计的水族馆。

-

4D 海洋电影–享受高端的四维电影，观众仿如置身海洋世界，加入海
洋生物和美人鱼的冒险之旅。

-

其他游乐区：室内游戏区、魔法城堡、机动游戏区及购物小镇。

珍珠岛乐园水上乐园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沉香塔(外观拍照)】沉香塔是芽庄市的地标之一，这座观景塔的主
体建筑由庆和省的沉香为灵感所设计而成。
沉香塔(外观拍照)

 【芽庄大教堂(外观拍照)】教堂建于 1928-1933 年，是典型的哥特式
建筑。高大的钟楼气势恢宏，墙体的石刻和内部五彩雕花的窗户精美
别致，而其纯粹的原石颜色把教堂显得雄伟大气，宛然一座优雅的宫
殿。
 【Big C 超市】位于芽庄繁华区域的当地大型购物超市，您可以在这里
挑选地道的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温馨提示:有意前往乐园内之水上乐园的宾客，建议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并带备泳衣、毛巾、防晒霜和额外衣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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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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温泉体验 (GDNHA04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7.5 小时

35 人

新币 155 /成人
新币 140 /小童
备注

在芽庄您可以一尝深受国内外游客喜欢的矿泥浴。泥浆经高温处理杀菌、
含丰富的矿物质对皮肤病以及酸痛有特别的疗效，洗完之后皮肤也会更加
滑顺细腻。
 【矿泥浴】很多人都说矿泥浴可以让润滑皮肤，您也来试试吧！浸泡
在含有丰富矿物质的泥浆中，当身上的泥浆变干后用水力花洒将泥浆
矿泥浴

冲去。清洗好泥浆后, 更可享用温泉池及温泉瀑布。(逗留时间约 2 小
时)
 【龙山寺】这座芽庄最大的寺庙建于 19 世纪末，建筑虽采用现代风
格，但由于四周被自然景观围绕，其庄严气氛中透露着宜人的幽静。
正殿之中有许多佛像围绕着莲花池，墙壁上更有许多佛教壁画。寺庙
后山上的白色大佛目光向下俯视，犹如正在守护整个城市。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龙山寺

 【沉香塔(外观拍照)】沉香塔是芽庄市的地标之一，这座观景塔的主
体建筑由庆和省的沉香为灵感所设计而成。
 【芽庄大教堂(外观拍照)】教堂建于 1928-1933 年，是典型的哥特式
建筑。高大的钟楼气势恢宏，墙体的石刻和内部五彩雕花的窗户精美
别致，而其纯粹的原石颜色把教堂显得雄伟大气，宛然一座优雅的宫
殿。
 【Vincom Plaza】在这座大型购物商场进驻了多间品牌衣物店，亦有
超市及不同餐厅让您可随意享受美食及购物的乐趣!

温馨提示:
-

有意参加此团的宾客，建议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并带备泳衣、毛巾和额外衣物。
参观龙山寺需要步行大约 150 个台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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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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文化及购物之旅 (GDNHA05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7.5 小时

35 人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备注

想要认识真正的本土越南特色风情舞蹈和欣赏传统的乐器演奏，您便不可
错过到访安南文化村了!在这里品尝「越南三宝」越南河粉、春卷、咖啡。
越南原生态美景和民族歌舞等表演让您更深层次触碰越南文化。
 【沉香塔(外观拍照)】沉香塔是芽庄市的地标之一，这座观景塔的主
体建筑主要是以庆和省的沉香为灵感所设计而成。
安南文化村民俗表演

钟屿石岬角

 【钟屿石岬角】这里有多处巨大的花岗岩石直指南海之中，既有感受
惊涛拍岸的震撼，亦有海风拂面的浪漫。迷人的景致让这里成为法国
电影《情人》的外景拍摄地之一，是宾客拍照留念的好地方。
 【安南文化村】漫步园内，风光秀丽，传统乐器及民俗舞蹈表演别开
生面，带您近距离感受越南文化魅力和当地民俗风情；当您还在意犹
未尽的时候，这里已经为您准备好当地特色小吃、越南咖啡以及多种
越南当地热带水果。同时体验越南国服——「奥黛」的魅力，以五彩
斑斓的丝线制成的「奥黛」穿上身显得格外华丽动人，拍几张唯美的
照片留作纪念。最后，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特产送给亲朋好友。
 【越南乳胶产品店】您可以在这里找到各式各样的乳胶制床上用品及
当地特产。
 【芽庄中心】这个大型购物商场位于芽庄繁华区域，出售品牌衣物、
箱包等。这里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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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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芽庄 (GDNHA06W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英语导游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7 小时

20 人, 限额 40 名

新币 170 /位
备注

 【美食烹饪班】宾客将乘车前往大坝市场，流连在琳琅满目的摊档
间，学习不同的越南特色香料，以及新鲜食材的挑选方法。随后回到
当地酒店餐厅，让您在厨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越式春卷、越式沙
律、香越式酸辣汤，并享用自家制作的地道美食。

美食烹饪班

 【沉香塔(外观拍照)】沉香塔是芽庄市的地标之一，这座观景塔的主
体建筑主要是以庆和省的沉香为灵感所设计而成。
 【天依女神庙】也译作婆那加占婆塔，建于西元 7-12 世纪间，最大的
主塔内供奉着传说中传授了人民农业和编织技术的天依女神 。原有的
8 座宝塔，经过几次的掠夺和破坏，目前仅剩 4 座。塔寺外表古朴，宏
伟壮观。
 【芽庄中心】这个大型购物商场位于芽庄繁华区域，出售品牌衣物、
箱包等。这里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天依女神庙
温馨提示:

-

宾客最低年龄要求为 10 周岁或以上，10 至 11 周岁宾客需要父母或监护人陪同方可报名参加。
按当地风俗,进入天依女神庙的时候需脱鞋。
参观天依女神庙需要步行大约 90 个台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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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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三轮车之旅 (GDNHA07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7.5 小时

35 人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备注

搭乘当地传统交通工具—人力车，开启一场为时半日的城市之旅，穿梭于
繁华的大街小巷，近距离感受芽庄市中心的别样风情。
 【三轮车】乘坐三轮车漫游市区，欣赏路旁林立的殖民地风情建筑，
仿佛置身法国街道。您的专属三轮车将带您穿梭芽庄气势恢宏的芽庄
大教堂前往天依女神庙。
三轮车

 【天依女神庙】也译作婆那加占婆塔，建于西元 7-12 世纪间，最大的
主塔内供奉着传说中传授了人民农业和编织技术的天依女神 。原有的
8 座宝塔，经过几次的掠夺和破坏，目前仅剩 4 座。塔寺外表古朴，宏
伟壮观。
 【钟屿石岬角】这里有多处巨大的花岗岩石直指南海之中，既有感受
惊涛拍岸的震撼，亦有海风拂面的浪漫。迷人的景致让这里成为法国
电影《情人》的外景拍摄地之一，是宾客拍照留念的好地方。

天依女神庙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芽庄中心】这个大型购物商场位于芽庄繁华区域，出售品牌衣物、
箱包等。这里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温馨提示:
- 按当地风俗,进入天依女神庙的时候需脱鞋。
- 参观天依女神庙需要步行大约 90 个台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 根据当地法律规定，人力车严禁宾客于途中停车或上/下车。如欲拍照，人力车可稍作减速慢行。每辆三轮车仅可供一人搭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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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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庄湾秘景游 (GDNHA08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9 小时

35 人, 限额 40 名

新币 220 /成人
新币 190 /小童
备注

芽庄拥有越南最美的海岸线。早在越战时期，芽庄就成为美军的度假胜
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芽庄如今已成为集休闲、娱乐、运动、温泉于一体
的世界著名度假胜地。芽庄附近海域的海水清澈，非常适合钓鱼、浮潜、
水肺潜水等活动。
 【船游芽庄湾】登上芽庄帝王号豪华邮轮游览芽庄湾，经过蚕岛
（Tam Island）、第一岛（Mot Island）及黑岛（Mun Island）欣赏芽
庄湾的美丽海景。

帝王号

 【水上娱乐】前往专属私人海滩，并于岛上清静舒适的环境尽情地放
松，或体验游泳、浮潜及皮划艇等活动。费用包含: 浮潜基本装备(呼
吸管、面镜、救生衣、防晒衣及蛙鞋)以及皮划艇用具。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皮划艇体验

 【妙岛水上渔村】午餐后出发前往妙岛，在路途上远眺芽庄越南国家
海洋博物馆、珍珠岛乐园及芽庄水上渔村景色。被称为芽庄四岛之一
的妙岛，有着以捕鱼为业的岛上渔村，宾客可以体验芽庄特色的圆形
簸箕船。
 【沉香塔(外观拍照)】沉香塔是芽庄市的地标之一，这座观景塔的主
体建筑主要是以庆和省的沉香为灵感所设计而成。
 【Lotte Mart】位于芽庄繁华区域的当地大型购物超市，您可以在这
里挑选地道的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圆形簸箕船体验
温馨提示:
- 水上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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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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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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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意参加水上活动的宾客，建议预先穿上泳衣及穿着轻便舒适的衣服及鞋, 并带备毛巾、防晒霜和额外衣物。

芽庄往返巴士服务 (GDNHA99NM)

新币 26 /位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

-

-

5 小时

35 人起

备注

往返巴士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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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车的上下车点位于芽庄中心 Nha Trang Center。单程时间约 20 分钟。宾客可根据班车的时间表搭乘。请
留意回船时限，合理安排游览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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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7

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0 月 23 日更新

胡志明市

World Dream

作为东南亚最具活力的现代都市之一，被称作「东方巴黎」的胡志明市是连接越南过去与未来的枢纽。从古
朴寺庙到殖民地时期建筑，再探索至特色路边美食及时尚精品店，这里无疑是文人墨客以及美食爱好者的天
堂，当然更有特色纪念品供您珍藏回忆。由码头至胡志明市车程时间约 1.5 小时(单程)。

私人订制 - 畅游胡志明市 (GDHCM80)

普通话或
英语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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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时

-

想要探索胡志明市的城市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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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属导游陪同的私人订制观光行程，一切精彩随心所欲，淋漓尽享。
请提前 24 小时预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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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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精华游 (GDHCM01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8 小时

35 人

-

 【车游胡志明市】乘坐旅游巴士沿途欣赏市内风光，于「西贡歌剧
院」及「中央邮局」拍照留念。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央邮局」是一
座极富古典魅力的哥德式建筑，至今仍在使用；而「西贡歌剧院」是
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哥德式建筑，1900 年完工，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主
要艺术文化交流地。
统一宫

 【战争遗迹博物馆】战争遗迹博物馆原称为美国战争罪恶馆的这座博
物馆的建立理念是警惕世人战争所带来的残酷和伤害。博物馆的中庭
放置了许多越战的重型武器，如炮弹、坦克车等等。展览馆则展出当
时美军在越战时使用的化学武器，更详尽讲解了化学计划，深刻地描
述了战争对当地人造成的伤害。
 【统一宫】前身为南越总统宫殿的「独立宫」是市内著名的旅游热
点。今时今日的统一宫仍保留了昔日内阁会议室、外宾接待室及战机
平台。

战争遗迹博物馆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滨城市场】胡志明市的重要地标，也是游客必到的好去处，您可以
在这里挑选地道的手工艺品、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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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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头顿市之旅 (GDHCM02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8 小时

35 人

-

 【保大白宫】保大白宫于 1898 到 1916 年期间由法国人建设，当时是
法国总督居住的别墅，后来成为了越南末代皇帝保大的避暑行宫，见
证了近 100 年来头顿历史上的变迁。从白宫眺望出去，前滩的壮丽景
色一览无遗。
 【普陀山观音寺】作为头顿最美丽的佛寺之一，寺庙前设有一尊十八
公尺高面向大海的观音。欣赏佛寺精致的建筑和花岗岩上雕刻造工。
普陀山观音寺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套餐(家庭式)。
 【前滩公园】 前滩被认为是头顿市的正面，是游客的必到之处。
 【鲸鱼庙】越南人继承了占婆民族崇拜鲸鱼的宗教信仰，渔民心中把
鲸鱼视为海神，相信鲸鱼是出海捕鱼时的救星，只要有它们存在，任
何危难都能逢凶化吉。庙内保存着百年前头顿渔民打捞的鲸鱼骨，栩
栩如生地描述鲸鱼救人的画作，更记录了每年隆重的祭拜活动照片。
 【Lotte Mart 超市】当地大型购物超市，您可以在这里挑选地道的纪
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温馨提示:
- 参观普陀山观音寺需要步行大约 60 个石阶, 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入内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胡志明市文化及购物之旅 (GDHCM03W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英语导游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8 小时

35 人

-

 【车游胡志明市】乘坐旅游巴士沿途欣赏市内风光，于「西贡歌剧
院」及「中央邮局」拍照留念。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央邮局」是一
座极富古典魅力的哥德式建筑，至今仍在使用；而「西贡歌剧院」是
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哥德式建筑，1900 年完工，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主
要艺术文化交流地。
水上木偶剧

 【歷史博物馆】认识越南从远古时代直到 1930 时期越南共产党成立的
历史。观赏古陶瓷、传统服饰、石造和青铜文物，了解越南不同种族
的文化，如越南东山、占婆及高棉等等。
 【水上木偶戏】观赏越南最具特色的传统民间舞台戏，相传起源于越
南李朝李仁宗皇帝时期。欣赏色彩斑斓的龙和手作木偶公仔表演，生
动地讲述当地的传说故事，是游览胡志明市时不容错过的节目。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歷史博物馆

 【滨城市场】胡志明市的重要地标，也是游客必到的好去处，您可以
在这里挑选地道的手工艺品、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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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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湄公河水上风情之旅 (GDHCM04WM)

英语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8.5 小时

35 人

新币 145 /成人
新币 130 /小童
备注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套餐(家庭式)。

手摇船游湄公河

 【湄公河水上风情】湄公河从上游中国的澜沧江发迹，于越南入海，
全长超过四千二百公里，为亚洲最长的河流。湄公河在下游处一分为
九，成为丰饶的三角洲地形，因此又被称为九龙江，此区域伴随着两
千多条错综复杂的水道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支流，勾勒出水乡泽国最美
的风情画。乘船慢慢驶进椰林遮蔽的河道中：在摇曳的热带风情中还
能瞥见两旁农家最真实的生活型态。
 【传统民家探访】前往坐落在湄公河畔的传统民家欣赏越南传统音乐
表演－此种艺术类型为越南南方特有，并且在 2013 年被列为无形的世
界文化遗产，一边欣赏悦耳的丝竹之音同时并享用热带水果及喝口滑
顺清凉的蜂蜜茶消暑，无疑是场听觉与味觉的盛宴！
 【手摇船体验】手摇船体验途中会前往椰子糖工厂，学习香甜浓郁的
椰子糖是如何制作，当然有机会能够品尝几口这纯粹又道地的甜蜜，
也能购买椰子糖带回国与亲朋好友分享！

温馨提示: 由码头至湄公河车程时间约 2.小时(单程)。

古芝地道寻幽探古之旅 (GDHCM05W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英语导游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8.5 小时

35 人

新币 135 /成人
新币 120 /小童
备注

 【古芝地道】在越南抵抗法国统治时，农兵们徒手利用 20 多年挖掘了
一条地下战道—古芝地道。到了 1960 年代的越战时期，地道转为实施
抗美地道战的重要地下基地，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建造
至全长 200 公里。地道由无数条不到 80 公分宽的地道，分为三层结构
交错而成，其中更齐备医院、会议场所、睡房、作战房、粮库及军事
陷阱等规划。您还可以品尝越战期间越共军人吃的木薯。
古芝地道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套餐(家庭式)。
 【车游胡志明市】乘坐旅游巴士沿途欣赏市内风光，于「西贡歌剧
院」及「中央邮局」拍照留念。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央邮局」是一
座极富古典魅力的哥德式建筑，至今仍在使用；而「西贡歌剧院」是
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哥德式建筑，1900 年完工，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主
要艺术文化交流地。

温馨提示: 由码头至古芝地道时间约 3 小时(单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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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市吉普车历奇
(GDHCM06W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英语导游

新币 220 /成人
新币 18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8 小时

20 人, 限额 40 名

-

 【吉普车游胡志明市】乘坐吉普车欣赏城市的最壮观的法国殖民时期
的古迹，如歌剧院，市政厅及中央邮局等。于「西贡歌剧院」及「中
央邮局」拍照留念。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央邮局」是一座极富古典
魅力的哥德式建筑，至今仍在使用；而「西贡歌剧院」是法国殖民时
期建造的哥德式建筑， 1900 年完工，为当时上流社会的主要艺术文化
交流地。
吉普车历奇

统一宫

 【战争遗迹博物馆】原称为美国战争罪恶馆的这座博物馆的建立理念
是警惕世人战争所带来的残酷和伤害。博物馆的中庭放置了许多越战
的重型武器，如炮弹、坦克车等等。展览馆则展出当时美军在越战时
使用的化学武器，更详尽地讲解了化学计划，深刻地描述了战争对当
地人造成的伤害。
 【统一宫】前身为南越总统宫殿的「独立宫」是市内著名的旅游热
点。今时今日的统一宫仍保留了昔日的内阁会议室、外宾接待室及战
机平台。
 【餐食安排】于当地餐厅享用越式自助餐。
 【滨城市场】胡志明市的重要地标，也是游客必到的好去处，您可以
在这里挑选地道的手工艺品、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胡志明城游及购物之旅 (GDHCM07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语导游

新币 90 /成人
新币 75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8 小时

35 人起

-

 【金融塔(第 49 层) 】位于胡志明市中心，是胡志明市的地标性建
筑，高 262 米，共 68 层。这座胡志明市第一高的摩天大楼，象征着越
南革新开放以来的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乘坐电梯到达第 49 层，360 度
欣赏迷人的城市全景，远眺美丽的西贡河。

金融塔

 【永琴中心购物广场 Vincom Center】这个大型购物商场位于胡志明
繁华区域，出售品牌衣物、箱包等，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统一宫】前身为南越总统宫殿的「独立宫」是市内著名的旅游热
点。 今时今日的统一宫仍保留着昔日的内阁会议室、外宾接待室及战
机平台。
 【滨城市场】胡志明市的重要地标，也是游客必到的好去处，您可以
在这里挑选地道的手工艺品、纪念品、伴手礼和特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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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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往返巴士服务 (GDHCM99NM)

World
餐食安排Dream
体能活动强度
-

-

新币 45 /位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7 小时

35 人起

-

往返巴士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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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车的上下车点位于胡志明市的永琴中心购物广场 Vincom Center。单程时间约为 1.5 小时。宾客可根据班
车的时间表搭乘。请留意回船时限，合理安排游览行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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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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游览团注意事项
World Dream

1. 岸上游览团以新币计费。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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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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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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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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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游览票一经售出，恕不予退款，也不可以转让。
请旅客妥善看护私人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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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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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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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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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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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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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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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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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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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平安保险保障
年龄
6 个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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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可达 5,000 美元
最高可达 5,000 美元
(免赔额为美元 50- 每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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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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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