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 月 29 日更新

「云顶梦号」岸上游览团
航程:
新加坡 - 吉隆坡(巴生港) - 新加坡(2 晚)
新加坡 - 普吉 - 新加坡 (3 晚)
适用出发航次: 2018年4月1日 至 2018年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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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马来西亚及泰国普
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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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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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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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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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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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使用舒适防滑的鞋子。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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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给喜欢自我挑战、体力
充沛
的宾客。

 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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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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巴生港)
World Dream

吉隆坡，多元文化共冶一炉，为这片美丽的土地增添不同色彩，必定为您的梦想之旅创造精彩难忘的体验。
小吃摊香气扑鼻的地道美食、五光十色的购物中心，以及国际化的时尚品牌都汇聚于此，使其成为亚洲标志
性的旅游胜地。

私人订制 -感受巴生港醉人风光 (GDKUL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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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团人数

备注

-

-

私人定制

最长 7.5 小时

2 人起

-

想要探索马来西亚吉隆坡巴生港的城市魅力与自然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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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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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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币 70 /成人
新币 60 /小童

吉隆坡精华游 (GDKUL01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国油双峰塔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7.5 小时

35 人

-

 【独立广场】及【国家英雄纪念碑】在独立广场上的纪念碑是纪念在
追求自由与和平之路上牺牲的英雄，现已成为独立广场的地标。
 【皇家雪兰莪俱乐部(外观拍照)】及【苏丹阿都沙默大楼(外观拍照)】
红瓦尖顶、黑木白墙的皇家雪兰莪俱乐部采用都铎式（Tudor）建筑，
而苏丹阿都沙默大楼整栋建筑物则充满漂亮的维多利亚及摩尔式建筑
风格。
 【阳光购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场内享用午餐(自费)。
 【吉隆坡塔(已包含观景观台门票)】高 421 米的吉隆坡塔位于 Bukit
Nanas 山的顶端，设计采用了伊斯兰风格的瓷砖及经典花卉图案，反
映了马来西亚悠久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这里可以鸟瞰整个吉隆坡的怡
人景色。
 【巧克力商店】在这里您可以为亲朋好友选购马来西亚特有的伴手礼!
 【国油双峰塔(外观拍照)】宏伟的双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层，其设
计灵感源于传统伊斯兰教建筑中的几何形状，与邻近的吉隆坡塔同为
吉隆坡的知名地标及象征。

新币 65 /成人
新币 55 /小童

吉隆坡黑风洞探索之旅 (GDKUL02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黑风洞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7.5 小时

35 人

-

 【黑风洞】位于吉隆坡北郊 11 公里处，是一个石灰岩溶洞群，石灰岩
面积 255 公顷，洞穴不下 20 处，以黑洞和光洞最为有名。黑风洞处在
丛林掩映的半山腰，从山下到山上有 272 级陡峭台阶，门口立着印度
教的神像。在往里面走有印度教的寺庙。洞顶栖息着蝙蝠，在洞中行
走可以听见蝙蝠的叫声。
 【独立广场】及【国家英雄纪念碑】在独立广场上的纪念碑是纪念在
追求自由与和平之路上牺牲的英雄，现已成为独立广场的地标。
 【巧克力商店】在这里您可以为亲朋好友选购马来西亚特有的伴手礼!
 【阳光购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场内享用午餐(自费)。
 【国油双峰塔(外观拍照)】宏伟的双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层，其设
计灵感源于传统伊斯兰教建筑中的几何形状，与邻近的吉隆坡塔同为
吉隆坡的知名地标及象征。

温馨提示: 宾客需步行 272 级梯级前往寺庙，此景点不适合行动不便或轮椅宾客参观，宾客可在附近拍照; 参观印度寺庙时，女性宾客
须以衣物从肩膀遮盖至脚。请穿着合适衣物，建议穿着长裤或长裙。或在入口处租借围巾, 费用为马币 3 元。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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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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币 70 /成人
新币 60 /小童

吉隆坡文化探索之旅 ( GDKUL03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7.5 小时

35 人

-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馆内有多个以不同主题为主的收藏室，其中展
出了土耳其及叙利亚的奥固曼王朝的物品。可兰经及经文原稿收藏室
则收藏了超过 200 种罕见的伊斯兰经文原稿，其中包括来自明朝的可
兰经手稿。
 【旧国家皇宫】皇宫原是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宫邸，曾经招待过无数
外国首长及见证历届首相和内阁部长成员宣誓就职，现作为皇家博物
馆，供民众参观。
 【巧克力商店】在这里您可以为亲朋好友选购马来西亚特有的伴手礼!
 【中央艺术坊 Central Market】在艺术坊内享用午餐(自费)。
 【国油双峰塔(外观拍照)】宏伟的双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层，其设
计灵感源于传统伊斯兰教建筑中的几何形状，与邻近的吉隆坡塔同为
吉隆坡的知名地标及象征。
新币 50 /成人
新币 40 /小童

地道美食与购物之旅 (GDKUL04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6.5 小时

35 人

-

 【燕美路 Jalan Imbi】这里食肆林立，是品尝马来西亚地道美食的好去
处。来到马来西亚必尝的肉骨茶(Bak Kut Teh) 是一种创始于马来西亚巴生
的食物。之后流行于新加坡一带的小吃，也广传于中国、台湾、海外华人
地区等。(肉骨茶需自费。)
 【巧克力商店】店内有不同种类的巧克力，也有马来西亚特有的水果巧克
力，可以为亲朋好友选购一些伴手礼!
柏威年广场

 【柏威年广场 Pavilion Shopping Mall】广场占地广大，内共六层楼，国
际著名时尚品牌林立。除了逛街购物，广场还设有电影院、健身中心、美
容院以及各种美食餐厅，是各类休闲活动者的好去处。宾客可在此自由购
物并享用午餐(自费)。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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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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币 55 /成人
新币 45 /小童

巴生港历史之旅 (GDKUL05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
清真寺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6.5 小时

35 人

-

 【苏丹沙拉胡丁阿都阿兹沙清真寺(外观拍照)】亦被称为「蓝色清真
寺」，它的尖塔高 142.3 米，是全世界最高的尖塔，其圆顶及主祈福大
厅是以伊斯兰书法来修饰，而整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亦融入马来族的
建筑特色。
 【阿南沙皇宫(外观拍照)】这是巴生首座皇宫，兴建于 1889 年，前身
是玛格达普利皇宫。华丽庄严的皇宫，一直备受游客欢迎。
 【小印度】小印度是吉隆坡最缤纷多彩的社区，大街小巷间弥漫着檀
香及香料的香味，小店提供典型的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菜肴。您又怎可
以错过这个视觉飨宴及五官的极致体验呢!
 【巴生观音亭及露德圣母天主教堂】建于 1892 年，巴生观音亭是雪兰
莪最古老的华人庙宇之一。目前，已完成修复的观音亭原庙与崭新的
天王殿并列，新旧共存，吸引无数的信徒及游客到访。建于 1920 年
代，是巴生其中一间最古老的建筑物。教堂主体是州内少见的砖石结
构的建筑物。。
 【AEON 永旺购物商场】前往马来西亚最大的 JUSCO 购物商场尽情购
物，场内售卖各式各样的食品、时尚用品，满足您不同需要。
新币 85 /成人
新币 75 /小童

I-City Museum 之旅 (GDKUL06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Red Carpet 蜡像馆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6.5 小时

35 人

-

 【Red Carpet 蜡像馆】全国首个互动蜡像馆，访客有机会与喜欢的名
人巨星或各国总统等，来个近距离的亲密接触！蜡像馆里的 100 个名
人蜡像模仿度极高，站在它们身旁，犹如真的和喜欢的名人会面一
样。
 【3D Trick Art Museum】网罗来自世界各地名画，经过视觉感观上
的远近感、灯光折射的明暗度以及 3D 立体图案，让人产生错觉。在这
里，您可以尽情跟里面的画作或艺术品互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拍出各种让人惊艳又吃惊的照片!
 【Seita City Mall】在这里游客几乎可以购买到所有的商品，例如衣
服、皮包、手袋、珠宝等。商场拥有多间不同特色商店，还有多家美
食餐馆，在此可自由购物并享用午餐(自费)。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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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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币 55 /成人
新币 45 /小童

布城彩色探索之旅 (GDKUL07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布城清真寺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6.5 小时

35 人

-

 【总理府(外观拍照)】首相署是马来西亚总理的综合办公区，内有多处
行政楼和办事机构。首相署建于 1997 年，坐落在布城的山顶；办公区
的建筑混合马来、伊斯兰和欧洲的建筑艺术，风格独特。其中一栋绿
穹顶的陶土色大楼独树一帜，已成为布城的标志性建筑。楼身以天然
的石头建成，浅绿色圆顶是融合了马来与伊斯兰元素的绿色帐篷式屋
顶，搭配着砖红外墙带有一份稳重与威严。
 【太子城国际会议中心(短暂停留拍照)】占地 130 万平方英尺，是举
办国际和区域大型活动的首选地点。中心独特的设计是以吉兰州传统
风筝和吉打州传统银制腰带为创作的灵感，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布城清真寺】因为外观粉红及以玫瑰色的花岗岩建成而被称玫瑰清
真寺，位于布特拉湖旁的清真寺仿照巴格达阿訇奥马尔清真寺而建。
庄严的尖塔高达 116 米，美丽精致，前院的喷泉淙淙、流水潺潺，四
周长廊环绕，气氛安详，风景怡人。
 【IOI City Mall】商场内有多间餐厅、服装店，精品店，满足您不同需
要，享受闲逛的乐趣并享用午餐(自费)。

新币 32 /位

巴生港往返巴士服务(GDKUL98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

-

约 5 小时

35 人

-

往返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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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港的 AEON 购物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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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币 38 /位

吉隆坡往返巴士服务(GDKUL99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

-

-

约 7 小时

35 人

-

往返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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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市的 Bukit Bint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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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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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10

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 月 29 日更新

普吉

World Dream

碧海蓝天，熣灿阳光，细白海滩，一切尽在此坐拥 32 座小岛，同为泰国境内最大的岛屿上。水上运动爱好者
将会于此流连忘返；穿梭繁忙的街头市场，或细看拥有过百年历史的殖民地大宅，来尽情感受布吉的动与静。

私人订制–感受普吉丰富色彩 (GDPHU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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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团人数

-



私人定制

最长 10 小时

2 人起

备注

想要探索普吉的城市魅力与自然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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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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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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币 80 /成人
新币 60 /小童

普吉市精彩之夜 - 人妖歌舞表演 (GDPHU09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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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时

30 人

备注

 【人妖歌舞表演】表演者身着华丽的服饰，配合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
曲，上演着中国宫廷、泰国传统歌舞及百老汇歌舞剧等等。舞台布置
装潢华丽，令人惊叹。

人妖歌舞表演

 【Jungceylon 购物中心】购物中心内有超过 200 间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货公司及 Big C 超市，各种餐饮、电器专卖，泰国特色工
艺品应有尽有，必能让您买到心仪的礼品，在此可自由购物并享用晚
餐(自费)

新币 110 /成人
新币 90 /小童

普吉市精彩之夜 -暹罗天使剧场秀 (GDPHU10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4 小时

30 人

备注

 【Siam Niramit 暹罗天使剧场秀(黄金席)】世界级的泰国传统艺术表

演，超过 150 名舞者及音乐家现场演出，场面浩大壮观，让人感受奇
幻华丽的特技效果。表演场地可容纳 2,000 名观众的世界金氏记录最大
室内表演秀，藉由约 80 分钟的表演，可以让您了解泰国的历史及风俗
民情及生活习惯，是您来泰国千万不可错过的史诗级表演!
暹罗天使剧场秀

普吉市精彩之夜 -普吉泰拳秀 (GDPHU11W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行程特色

新币 130 /成人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约 5 小时

30 人

备注

 【泰拳秀】作为泰国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之一，泰拳秀的表演舞台汇
集了来自各地的泰拳选手，展现了传统泰国武术的精粹。台上选手们
的精彩激斗，配合全场观众的纳威助喊，气氛更见紧张刺激，是来到
普吉不可错过的体验之一。
 【Jungceylon 购物中心】购物中心内有超过 200 间商店，包括
泰拳秀

Robinson 百货公司及 Big C 超市，各种餐饮、电器专卖，泰国特色工
艺品应有尽有，必能让您买到心仪的礼品。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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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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 月 29 日更新

新币 130 /成人
新币 110 /小童

普吉幻多奇主题乐园及幻多奇剧场 (GDPHU12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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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时

30 人

备注

 【普吉幻多奇主题乐园及幻多奇剧场(黄金席)】普吉最大型的夜间主题
乐园，包括嘉年华村及象宫殿剧院，大道两旁设满各式各样的手信店
及摊位游戏，建筑物外形皆甚有特色，是最佳拍照位。沿路会有民族
打扮的小丑作街头表演，气氛热闹。

幻多奇主题乐园剧场

这个 56 公顷的主题公园有不同的区域让您探索， 幻多奇剧场每晚表演
精彩的节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示泰国传统文化，充分展示了泰国民
风民俗和历史文化。

备注：



行动不便或乘坐轮椅的宾客需提前通知以便安排阶梯较少的座位。
在剧院内不允许拍摄/录像。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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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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云顶梦号」夏季航程 2018 年 1 月 29 日更新

岸上游览团注意事项

World
Dream
1.
岸上游览团以新币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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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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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宾客妥善看护私人物品。
8. 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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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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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宾客因岸上游览团而引至之损失
或伤害承担任何责任。
11. 接待旅行社有权因应运作上的需要、天气情况及／或宾客之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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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变更而引至宾客之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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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之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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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旅行社有权根据以下几点拒绝宾客参加岸上游览或取消岸上游览： 迟到的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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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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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在所停靠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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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轮椅的乘客要有亲友同行，而且同行者必须有能力在岸上和船上协
助该名乘客上/下船。有些港口需用接驳船方可登岸，请使用轮椅之乘客考量安全因素后选订岸上游览行程。
星梦邮轮将不会为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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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宾客有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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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时间包含包括交通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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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