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雲頂夢號」冬季航程 2018 年 10 月 15 日更新

「雲頂夢號」岸上遊覽團 - 吉隆坡(巴生港)
航程:
新加坡 - 吉隆坡(巴生港) - 新加坡 (2 晚)
新加坡- 檳城 - 普吉 - 浮羅交怡 - 吉隆坡(巴生港) - 新加坡 (5 晚)
新加坡- 浮羅交怡 - 普吉 - 檳城 - 吉隆坡(巴生港) - 新加坡 (5 晚)
適用出發航次: 2018 年 11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4 月 2 日
生活的下一站，從來不會局限於一個目的地。和我們一起，踏上奇妙豐富的亞洲之旅，從陽光海灘上的第一
個腳印，尋覓至別有情調的潮牌店鋪；從舌尖上的美食至探求新奇有趣的當地文化。前往馬來西亞，我們摯
誠用心為您締造難忘旅程，參與我們精心規劃的遊覽團一同領略各地本土人情風味吧!


全程接駁: 爲您精挑細選出代表性的景點，安排舒適的點對點交通銜接。



專業導遊: 所有行程均由專業的導遊帶領。



周到安排: 如果您需要素食或有特定的食物過敏，請在預訂時通知我們的團隊。



貼心保障: 為您合理安排遊覽時間，無須擔心回船時限，即使出現意外延誤，我們也將帶您安全返回
船隻。



豐富選擇: 挑選最適合您的遊覽團，與親朋好友探索目的地。通過以下行程特色，備註及活動級別，
的說明請參閱以下信息。

行程特色

備註

用餐安排

景點觀光

具年齡限制

探索體驗

歷史名勝

賓客需簽署免責聲明

購物與休閒

古今文化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乘坐輪椅的賓客
賓客需乘坐接駁船往返郵輪及岸上參加遊覽

家庭樂(行程適合所有年齡的賓客參加)

體能活動强度
 中等
行程具相當運動量，如涉及在高低
不平的地面上行走、上下坡樓梯，
建議使用舒適防滑的鞋子。

 較強
行程運動量較大，賓客需具備一定
體能。請考量自身身體狀況並 酌
情參加。

 劇烈
劇烈行程運動量，需要長時間段的
高度體力支出。活動或許需要相關
技能，如水肺潛水、風帆等。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
的賓客。

推薦給喜歡自我挑戰、體力充沛的
賓客，如有相關活動經驗更佳。

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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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巴生港)
吉隆坡，多元文化共冶一爐，為這片美麗的土地增添不同色彩。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必定為您的夢想之旅打
造精彩難忘的體驗。小吃攤香氣撲鼻的地道美食、五光十色的購物中心，以及國際化的時尚品牌都匯聚於此，
使其成為亞洲標誌性的旅遊勝地。

普通話或
英語導遊

私人訂制 - 感受巴生港醉人風光 (GDKUL80)

收費視具體要求而定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備註

-

-

私人定制

最長 7.5 小時

-

想要探索馬來西亞吉隆坡巴生港的城市魅力與自然風光，享受一次完美旅程嗎？在我們的私人定制遊覽中，
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享受一次量身打造的夢想旅程。
您的專屬旅遊顧問將為您悉心定制旅遊路線，並幫助您充分享受行程。無論是城市觀光、購物娛樂亦或是享
受美食，一切精彩隨心所欲，淋漓盡享。
請提前 24 小時預約。

直升機之旅 - 高空鳥瞰吉隆坡 (GDKUL08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7 小時

10 人

新幣 210 /成人
新幣 210 /小童
備註

 【蒂蒂旺沙直升機之旅】體驗一個不一樣的吉隆坡遊，乘坐直升機高
空鳥瞰吉隆坡全景。從蒂蒂旺莎湖濱公園直升機停機坪出發，鳥瞰國
油雙峰塔、吉隆坡塔、獨立廣場、國家宮殿及國家清真寺。在大約 6
分鐘的旅程中，您可以從直升機上拍攝風景如畫的吉隆坡市。
 【巧克力商店】店內有不同種類的巧克力，也有馬來西亞特有的水果
巧克力，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一些伴手禮!
直升机之旅

 【陽光購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場內享用午餐(自費)。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蒂蒂旺沙直升機場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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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精華遊 (GDKUL01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英語導遊

行程特色

新幣 70 /成人
新幣 6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獨立廣場】及【國家英雄紀念碑】矗立在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是為
紀念在追求自由與和平之路上犧牲的英雄而造，現已成為獨立廣場的
地標。
 【皇家雪蘭莪俱樂部(外觀拍照)】及【蘇丹阿都沙默大樓(外觀拍照)】

國油雙峰塔

紅瓦尖頂、黑木白牆的皇家雪蘭莪俱樂部採用都鐸式（Tudor）建築風
格，而蘇丹阿都沙默大樓整棟建築物則洋溢著維多利亞及摩爾式建築
的優雅魅力。
 【陽光購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場內享用午餐(自費)。
 【吉隆坡塔(已包含觀景觀台門票)】高 421 米的吉隆坡塔位於 Bukit
Nanas 山的頂端，設計採用了伊斯蘭風格的瓷磚及經典花卉圖案，反
映了馬來西亞悠久的伊斯蘭文化傳統，這裏可以鳥瞰整個吉隆坡的怡
人景色。
 【巧克力商店】在這裏您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馬來西亞特有的伴手禮!
 【國油雙峰塔(外觀拍照)】宏偉的雙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層，其設

計靈感源於傳統伊斯蘭教建築中的幾何形狀，與鄰近的吉隆坡塔同為
吉隆坡的知名地標及象徵。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國家英雄紀念碑車程時間約 1 小時 15 分(單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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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黑風洞探索之旅 (GDKUL02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65 /成人
新幣 55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黑風洞】位於吉隆坡北郊 11 公里處，是一個石灰岩溶洞群，石灰岩
面積 255 公頃，洞穴不下 20 處，以黑洞和光洞最為有名。黑風洞處在
叢林掩映的半山腰，從山下到山上有 272 級陡峭臺階，門口立著印度
教的神像。在往裡面走有印度教的寺廟。洞頂棲息著蝙蝠，在洞中行
走可以聽見蝙蝠的叫聲。配合每 12 年一次的奉獻儀式黑風洞展開了美
化工程，為著名的 272 級臺階粉刷彩漆，呈現出繽紛的印度風情。
黑風洞

 【獨立廣場】及【國家英雄紀念碑】在獨立廣場上的紀念碑是紀念在
追求自由與和平之路上犧牲的英雄，現已成為獨立廣場的地標。
 【巧克力商店】在這裏您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馬來西亞特有的伴手禮!
 【陽光購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場內享用午餐(自費)。

黑風洞彩虹階梯

 【國油雙峰塔(外觀拍照)】宏偉的雙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層，其設
計靈感源於傳統伊斯蘭教建築中的幾何形狀，與鄰近的吉隆坡塔同為
吉隆坡的知名地標及象徵。

溫馨提示:
- 賓客需步行 272 級梯級前往寺廟，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賓客參觀，賓客可在附近拍照; 參觀印度寺廟時，女性賓客須以
衣物從肩膀遮蓋至腳。請穿著合適衣物，建議穿著長褲或長裙。或在入口處租借圍巾, 費用為馬幣 3 元。
- 由碼頭至黑風洞車程時間約 1.5 小時(單程)。

吉隆坡文化探索之旅 ( GDKUL03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70 /成人
新幣 6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館內有多個不同主題的收藏室，展出了土耳其
及敘利亞的奧固曼王朝琳瑯滿目的物品。可蘭經及經文原稿收藏室則
收藏了超過 200 種罕見的伊斯蘭經文原稿，其中包括來自明朝的可蘭
經手稿。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舊國家皇宮】皇宮原是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宮邸，曾經招待過無數
外國首長及見證歷屆首相和內閣部長成員宣誓就職，現作為皇家博物
館，供民眾參觀。
 【巧克力商店】在這裡您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馬來西亞特有的伴手禮!
 【中央藝術坊 Central Market】在藝術坊內享用午餐(自費)。
 【國油雙峰塔(外觀拍照)】宏偉的雙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層，其設

計靈感源於傳統伊斯蘭教建築中的幾何形狀，與鄰近的吉隆坡塔同為
吉隆坡的知名地標及象徵。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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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美食與購物之旅 (GDKUL04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50 /成人
新幣 4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燕美路 Jalan Imbi】這裡食肆林立，是品嚐馬來西亞地道美食的好去
處。來到馬來西亞必嚐的肉骨茶(Bak Kut Teh) 是一種創始於馬來西亞巴生
的食物，之後流行於新加坡一帶，在中國內地、台灣、海外華人地區也廣
受歡迎(肉骨茶需自費)。
 【巧克力商店】店内有不同種類的巧克力，也有馬來西亞特有的水果巧克
力，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一些伴手禮!
柏威年廣場

 【柏威年廣場 Pavilion Shopping Mall】廣場佔地廣大，內共六層樓，國
際著名時尚品牌林立。除了逛街購物，廣場還設有電影院、健身中心、美
容院以及各種美食餐廳，是各類休閒活動者的好去處。賓客可在此自由購
物並享用午餐(自費) 。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燕美路 Jalan Imbi 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巴生港歷史之旅 (GDKUL05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55 /成人
新幣 45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蘇丹沙拉胡丁阿都阿茲沙清真寺(外觀拍照)】亦被稱為「藍色清真
寺」，它的尖塔高 142.3 米，是全世界最高的尖塔，其圓頂及主祈福大
廳是以伊斯蘭書法來修飾，而整座清真寺的建築風格亦融入馬來族的
建築特色。

蘇丹沙拉胡丁阿都阿茲沙
清真寺

 【阿南沙皇宮(外觀拍照)】這是巴生首座皇宮，興建於 1889 年，前身
是瑪格達普利皇宮。華麗莊嚴的皇宮，一直備受遊客歡迎。
 【小印度】小印度是吉隆坡最繽紛多彩的社區，大街小巷間瀰漫著檀
香及香料的香味，小店提供典型的南印度和斯里蘭卡菜餚。您又怎可
以錯過這個視覺饗宴及五官的極致體驗呢!
 【巴生觀音亭及露德聖母天主教堂】建於 1892 年，巴生觀音亭是雪蘭
莪最古老的華人廟宇之一。目前，已完成修復的觀音亭原廟與嶄新的
天王殿並列，新舊共存，吸引無數的信徒及遊客到訪。建於 1920 年
代，是巴生其中一間最古老的建築物。教堂主體是州內少見的磚石結
構的建築物。。
 【AEON 永旺購物商場】前往馬來西亞最大的 JUSCO 購物商場盡情購

物，場內售賣各式各樣的食品、時尚用品，滿足您不同需要。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蘇丹沙拉胡丁阿都阿茲沙清真寺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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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ty Museum 之旅 (GDKUL06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英語導遊

行程特色

新幣 85 /成人
新幣 75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Red Carpet 蠟像館】全國首個互動蠟像館，訪客有機會與喜歡的文
藝巨星或各國元首等名人政要來個近距離的親密接觸！蠟像館裡的 100
個名人蠟像還原度極高，站在它們身旁，猶如真的和喜歡的名人會面
一樣。
 【3D Trick Art Museum】網羅來自世界各地名畫，經過視覺感觀上
Red Carpet 蠟像館

的遠近感、燈光折射的明暗度以及 3D 立體圖案，讓人產生錯覺。在這
裡，您可以盡情跟裡面的畫作或藝術品互動，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想
像力，拍出各種讓人驚艷又吃驚的照片!
 【Setia City Mall】在這裡遊客幾乎可以購買到所有的商品，例如衣

服、皮包、手袋、珠寶等。商場擁有多間不同特色商店，還有多家美
食餐館，在此可自由購物並享用午餐(自費)。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 Red Carpet 蠟像館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布城彩色探索之旅 (GDKUL07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55 /成人
新幣 45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總理府(外觀拍照)】首相署是馬來西亞總理的綜合辦公區，內有多處
行政樓和辦事機構。首相署建於 1997 年，坐落在布城的山頂；辦公區
的建築混合馬來、伊斯蘭和歐洲的建築藝術，風格獨特。其中一棟綠
穹頂的陶土色大樓獨樹一幟，已成為布城的標誌性建築。樓身以天然
的石頭建成，淺綠色圓頂是融合了馬來與伊斯蘭元素的綠色帳篷式屋
頂，搭配著磚紅外牆帶有一份穩重與威嚴。
布城清真寺

 【太子城國際會議中心(短暫停留拍照)】佔地 130 萬平方英尺，是舉
辦國際和區域大型活動的首選地點。會議中心獨特的設計是以吉蘭州
傳統風箏和吉打州傳統銀製腰帶為創作的靈感，以其別緻的造型吸引
眾多遊客參觀。
 【布城清真寺】因為外觀粉紅及以玫瑰色的花崗岩建成而被稱玫瑰清
真寺，位於布特拉湖旁的清真寺仿照巴格達阿訇奧馬爾清真寺而建。
莊嚴的尖塔高達 116 米, 美麗精緻，前院的噴泉淙淙、流水潺潺，四周
長廊環繞，氣氛安詳，風景怡人。
 【IOI City Mall】商場內有多間餐廳、服装店，精品店，滿足您不同需

要，享受閒逛的樂趣並享用午餐(自費)。
溫馨提示: 由碼頭至總理府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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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黑風洞及魅力購物遊: 雲頂高原名牌購物城
(GDKUL09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英語導遊

新幣 55 /成人
新幣 45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8.5 - 9 小時

35 人

-

 【黑風洞】位於吉隆坡北郊 11 公里處，是一個石灰岩溶洞群，石灰岩
面積 255 公頃，洞穴不下 20 處，以黑洞和光洞最為有名。黑風洞處在
叢林掩映的半山腰，從山下到山上有 272 級陡峭臺階，門口立著印度
教的神像。在往裡面走有印度教的寺廟。洞頂棲息著蝙蝠，在洞中行
走可以聽見蝙蝠的叫聲。配合每 12 年一次的奉獻儀式黑風洞展開了美
化工程，為著名的 272 級臺階粉刷彩漆，呈現出繽紛的印度風情。
黑風洞

 【雲頂高原名牌折扣購物中心】雲頂高原名牌折扣購物中心位於雲頂
高原的優越位置，是東南亞首家於山頂開設的名牌折扣購物中心。占
地達 30 萬平方英尺，共有 150 位設計師和品牌商家進駐。當中除了國
際品牌還有不少本土牌子，爲前來購物人士提供高達 35 折的誘人優
惠。
購物中心內名牌商店，包括 Aigner, Brooks Brothers, Coach, Furla,
Kate Spade New York 等。購物中心內亦設有各種餐飲場所，包括

黑風洞彩虹階梯

Absolute Thai Highlands, Baskin Robbins, Dome Cafe, Juan Valdez
Cafe, Starbucks Coffee 等，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雲頂高原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雲頂高原名牌折扣購物中心
溫馨提示:

-

賓客需步行 272 級梯級前往寺廟，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賓客參觀，賓客可在附近拍照; 參觀印度寺廟時，女性賓客須以
衣物從肩膀遮蓋至腳。請穿著合適衣物，建議穿著長褲或長裙。或在入口處租借圍巾, 費用為馬幣 3 元。
由碼頭至黑風洞車程時間約 1.5 小時(單程); 由雲頂高原名牌折扣購物中心至碼頭約 2 小時(單程)。
由於雲頂高原地勢較高，天氣較凉快，建議賓客帶備薄外套。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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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港往返巴士服務 (GDKUL98NM)

新幣 25 /位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

-

-

5 小時

35 人起

-

往返巴士服務的車票只限船上發售。服務只在所有的岸上觀光遊覽團隊出發之後才開始。如需瞭解具體班
次，請諮詢我們的岸上遊覽部門。
班車的上下車點位於巴生港的 AEON 購物區。單程時間約為 30 分鐘。賓客可根據班車的時間表搭乘。請留
意回船時限，合理安排遊覽行程。

吉隆坡市往返巴士服務 (GDKUL99NM)

新幣 30 /位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

-

-

7 小時

35 人起

-

往返巴士服務的車票只限船上發售。服務只在所有的岸上觀光遊覽團隊出發之後才開始。如需瞭解具體班
次，請諮詢我們的岸上遊覽部門。
班車的上下車點位於吉隆坡市的 Bukit Bintang。單程時間約為 1.5 小時。賓客可根據班車的時間表搭乘。請
留意回船時限，合理安排遊覽行程。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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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岸上遊覽團以新幣計費。
小童優惠價適用於 11 週歲以下之小童，2 週歲以下嬰兒免費。
部分岸上遊覽線路可能需要步行較長路程，消耗較多體力，請賓客在參加該類岸上遊覽團量力而為。
部分岸上遊覽線路設有最低人數標準，船方保留因成團人數不足而取消該團的權利。
所有岸上遊覽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報名，並設有最高接待限額；本公司建議閣下儘早報名，以免因滿額
帶來不便。
岸上遊覽票一經售出，恕不予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請賓客妥善看護私人物品。
賓客在碼頭內外或參加岸上遊覽期間，請注意安全，避免意外事故。
賓客在遊覽時請注意食品衛生，請不要在髒亂的環境下飲食。
岸上遊覽團是由當地旅行社安排，星夢郵輪只為該旅行社代售岸上遊覽團的套票。星夢郵輪（包括其工作人
員、職員及分支機搆）將不會為該旅行社之行為、疏忽、缺失或遺漏及／或賓客因岸上遊覽團而引至之損失
或傷害承擔任何責任。
接待旅行社有權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天氣情況及／或賓客之安全、舒適或享受需要而更改行程（包括但不限
於遊覽地點、交通、住宿及餐飲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星夢郵輪及旅行社均不需就上
述變更而引至賓客之損失、延誤、不便、失望或費用等承擔任何責任。
星夢郵輪（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搆）及旅行社均不需就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至賓客之損失、傷害、
索償、費用及支出而承擔任何責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或戰爭威脅、動亂、災難、天災（包括
但不限於惡劣天氣情況、風暴、海嘯、地震及／或颱風）、恐怖活動、火災、交通工具技術故障、港口關閉、
罷工及其他工業行動、政府部門之行動或決定及其他不受星夢郵輪及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接待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賓客參加岸上遊覽或取消岸上遊覽： 遲到的賓客; 安全因素; 港口當地海關
或移民局要求; 及超越旅行社管轄範圍之內的因素。
宣傳刊物所列資訊在送印時皆為正確，星夢郵輪保留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如有任何
爭議，星夢郵輪保留最終決定權。
除了星夢郵輪船上之岸上遊覽櫃檯安排的相關交通服務以外，星夢郵輪將不對其他自由行賓客在所停靠港口
的交通服務負責，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交通服務不在星夢郵輪的可控範圍內。
行程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參照船上岸上遊覽團資料為准。
如欲岸上遊覽則必須自備輪椅，建議使用輪椅的乘客要有親友同行，而且同行者必須有能力在岸上和船上協
助該名乘客上/下船。有些港口需用接駁船方可登岸，請使用輪椅之乘客考量安全因素後選訂岸上遊覽行程。
星夢郵輪將不會為賓客因使用輪椅於岸上遊覽行程中或引起之不便、不適等承擔任何責任。如賓客有特別的
旅遊行程需求，歡迎提前向星夢郵輪客服人員查詢定制旅遊行程。

注意事項:
平安保險保障
年齡
6 個月或以上

旅程期間因發生意外而須支付的醫療費用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緊急醫護疏散費用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最高可達 5,000 美元
(免賠額為美元 50- 每一單)
(免賠額為美元 50- 每一單)
1) 此平安保險由美亞保險承保, 所有條款細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美亞保險所發之保單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止
所有保障而不向外宣佈。
2) 平安保險用途並非取代旅遊保險，本公司強烈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保險，以獲得更全面的旅遊保障。
3) 乘客需留意，任何有關疾病或傷亡之索賠申請均必須於事件發生之日起計三十（30）天內正式提交到我們的客戶服
務中心。如乘客未能於上述日期內提交申請，本公司有權將該逾期申請定為無效處理。

* 行程時間包含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