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雲頂夢號」冬季航程 2017 年 6 月 21 日更新

「雲頂夢號」岸上遊覽團
新加坡 - 吉隆坡(巴生港)- 檳城 - 普吉島- 新加坡
(適用於 2017 年 12 月 3 日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出發航次)

以下各行程提供英語導遊
巴生港
GDKUL80

私人訂制 – 感受巴生港醉人風光

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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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人數：2 人；請於啟航前 72 小時預約

GDKUL01NM

視具體要求而定
行程時間:
賓客自行決定，最
長可享受 7.5 小時
的私人遊覽
由專屬導遊陪同的
私人訂制觀光行程

吉隆坡精華遊 –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70 元/成人
新幣 60 元/小童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它年輕、中庸、現代化，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令人無限神
往，到處都是購物、美食和娛樂的廣闊天地，地道美食紛陳，食肆星羅棋布，一起來探索
這城市魅力吧!

行程時間:

【獨立廣場】及【國家英雄紀念碑】「默迪卡」（Merdeka）在馬來語中是「獨立」的意
思，在廣場上的紀念碑由著名雕刻大師 Felix de Weldon 創作並建於 1966 年，是紀念在
追求自由與和平之路上犧牲的英雄，紀念碑現已成為獨立廣場的地標。

(包括交通用時)

約 7.5 小時

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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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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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式娛樂設備是政商名流趨之若鶩
的地方。蘇丹阿都沙默大樓整棟建築物充滿漂亮的維多利亞及摩爾式建築風格，現在是馬
來西亞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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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錯綜複雜的裝飾圖案與令人鎮靜肅穆的
色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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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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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商店】店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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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國油雙峰塔(外觀拍照)】宏偉的雙峰塔高 451.9 米，共 88 層，其設計靈感源于傳統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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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35 人

GDKUL02NM

吉隆坡黑風洞探索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80 元/成人
新幣 70 元/小童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它年輕、中庸、現代化，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令人無限神
往，到處都是購物、美食和娛樂的廣闊天地，地道美食紛陳，食肆星羅棋布，一起來探索
這城市魅力吧!

行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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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步行 272 級梯級前往寺廟，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

(包括交通用時)

約 7.5 小時

不含餐

便或輪椅客人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參觀印度寺廟時，女性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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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廣場】及【國家英雄紀念碑】「默迪卡」（Merdeka）在馬來語中是「獨立」的意
思，在廣場上的紀念碑由著名雕刻大師 Felix de Weldon 創作並建於 1966 年，是紀念在
追求自由與和平之路上犧牲的英雄，紀念碑現已成為獨立廣場的地標。
【巧克力商店】店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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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陽光購物中心 (Suria KLCC)】在商場內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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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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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KUL03NM

吉隆坡文化探索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70 元/成人
新幣 60 元/小童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它年輕、中庸、現代化，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令人無限神
往，到處都是購物、美食和娛樂的廣闊天地，地道美食紛陳，食肆星羅棋布，一起來探索
這城市魅力吧!

行程時間:

【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座落，館內有多個以不同主題為主的收藏室。此
外，博物館收藏室展出了土耳其及敘利亞的奧固曼王朝的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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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交通用時)

約 7.5 小時

不含餐

【舊國家皇宮】皇宮原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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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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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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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 米，共 88 層，其設計靈感源于傳統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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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35 人

GDKUL04NM

地道美食與購物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50 元/成人
新幣 40 元/小童

巴生港位於馬來西亞的馬來半島西部沿海巴生河口南岸，瀕臨馬六甲海峽的東側，是馬來
西亞的最大港口，也是首都吉隆坡的外港，漫步小城巴生街頭，可感受當地種族和文化兼
容並蓄的魅力。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它年輕、中庸、現代化，生機勃勃、充滿活
力，令人無限神往，到處都是購物、美食和娛樂的廣闊天地，地道美食紛陳，食肆星羅棋
布，一起來探索這城市魅力吧!

行程時間:

【燕美路 Jalan Imbi】不同種類的食肆林立，是品嚐馬來西亞地道美食的去處。來到馬
來西亞必嚐的是肉骨茶 (Bak Kut The) 是一種創始於馬來西亞巴生的食物。之後流行於新
加坡一带的小吃，而後也廣傳於中國、台灣、海外華人地區等。(需自費)

不含餐

約 6.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巧克力商店】店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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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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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可在此自由購物並享用午餐 (自費)。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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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KUL05NM

巴生港歷史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50 元/成人
新幣 40 元/小童

巴生港位於馬來西亞的馬來半島西部沿海巴生河口南岸，瀕臨馬六甲海峽的東側，是馬來
西亞的最大港口，也是首都吉隆坡的外港，漫步小城巴生街頭，可感受當地種族和文化兼
容並蓄的魅力。

行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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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交通用時)

約 6.5 小時

不含餐

【阿南沙皇宮(外觀拍照)】這是巴生首座皇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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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茉莉花和
蓮花的香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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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35 人

GDKUL06NM

I-City Museum 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85 元/成人
新幣 75 元/小童

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都，它年輕、中庸、現代化，生機勃勃、充滿活力，令人無限神
往，到處都是購物、美食和娛樂的廣闊天地，地道美食紛陳，食肆星羅棋布，一起來探索
這城市魅力吧!

行程時間:

【Red Carpet 蠟像館】全國首個互動蠟像館，訪客有機會與喜歡的名人巨星或各國總統
等，來個近距離的親密接觸！蠟像館裡的 100 個名人蠟像模仿度極高，站在它們身旁，猶
如真的和喜歡的名人會面一樣。

(包括交通用時)

約 6.5 小時

不含餐

【3-D Trick Art Museum】網羅來自世界各地名畫，經過視覺感觀上的遠近感、燈光折
射的明暗度以及 3D 立體圖案，讓人產生錯覺。 在這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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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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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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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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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KUL07NM

布城彩色探索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60 元/成人
新幣 50 元/小童

布城(Putrajaya)是馬來西亞的新行政首都，經過近 6 年的規劃建設，現已是頗具規模的一
座現代化新興城市，城市面積廣闊，山林起伏，宏偉壯觀，環境清幽宜人，市景優良，水
上粉紅清真寺、太子廣場、 國會大廈及政府財政大廈構成優美的景觀。

行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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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署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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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爲布城的標志性建
築。樓身是用天然的石頭建成，淺綠色圓頂是融合馬來與伊斯蘭元素的綠色帳篷式屋頂，
搭配磚紅外牆帶有一份穩重與威嚴。

(包括交通用時)

約 6.5 小時

不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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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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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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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莊嚴尖塔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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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5 / 17
www.kentholidays.com

適用於「雲頂夢號」冬季航程 2017 年 6 月 21 日更新

檳城
GDPEN80

私人訂制 – 感受檳城豐富色彩

收費

想要探索檳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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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人數：2 人；請於啟航前 72 小時預約

GDPEN01WM

視具體要求而定
行程時間:
賓客自行決定，最
長可享受 7.5 小時
的私人遊覽
由專屬導遊陪同的
私人訂制觀光行程

檳城精華遊– 含餐

收費

新幣 105 元/成人
新幣 95 元/小童

檳城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向有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稱號。檳城於 1786 年時被英國
殖民政府開發為遠東最早的商業中心，今日的檳城，多個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它獨有的魅
力，漫遊檳城，您會發現它豐富多彩的一面。

行程時間:

【升旗山(外觀拍照)】這座山高度為海拔 800 米，山上的溫度通常降至 18℃，是非常宜
人的氣溫。從山腳乘坐歷史悠久的登山纜車到達山上，欣賞檳城美景。

(包括交通用時)

約 7.5 小時

含餐*

【臥佛寺】臥佛寺建於 1845 年，至今已逾百年，融合了中國、泰國和緬甸的建築風格，
華麗且精雕細琢。寺內供奉著一尊長達 33 米，排名世界第三大的臥佛像。除了臥佛像
外，還有十八羅漢像和其他的神像。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檳城峇迪廠】峇迪取自爪哇人的文字”迪”即點的意思，精髓在於利用蠟染技術在布
匹上設計出精細又漂亮的圖紋。昔日透過貿易通道把峇迪從馬來群島發揚至印度、東南亞
甚至遠到中東、中國和日本，在峇迪廠不要錯過看這個傳統工藝的製作過程及欣賞峇迪藝
術產品。
【康華利斯堡】康華利斯堡於 17 世紀末期以孟加拉總督查爾斯命名，是喬治市內極具
特色的歷史遺迹之一，城牆高約 10 英尺，佈局為星狀造型。在這裏您仍然能夠看到一個
世紀前修建的設施，包括小教堂、囚室、彈藥庫、燈塔和青銅大炮等一個個代表過往歲月
的歷史足跡。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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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EN02WM

喬治文化歷史遊 – 含餐

收費

檳城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向有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稱號。檳城的首府喬治市
（George Town）是在 1786 年以英國喬治三世（George III）命名的，喬治市保留了大量
歷史遺跡建築，融合華人、馬來、印度、葡萄牙等多種族文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8 年將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馬來西亞第 3 個世界遺產。
【邱公祠】邱公祠–這座華人族人祠堂是檳城最為著名的歷史景點."邱"是一種華人的姓
氏,"公祠"是由海外移民過來的華人所建立的行業會館。邱公祠是其中一個最令人印象深
刻和有著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建築。錯綜複雜的雕刻、雕塑、繪畫和彩色瓷磚裝飾的牆壁,
柱子和屋頂。(需步行約 20 多級梯級前往邱公祠)

新幣 90 元/成人
新幣 8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7.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小印度】自 18 世紀以來，印度的商人及勞動力不斷在此地移居生根，漸漸形成龐大社
群，印度族裔的馬來西亞人，仍舊保存著傳統的文化。小印度的貿易非常活躍繁榮，商店
有服裝、珠寶、香料、傳統工藝品、食品等。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僑生博物館】這座富麗堂皇的宅院曾是一代富商華人鄭景貴的官邸，宅院獨具特色，兼
容多種中式及英式設計風格，經修葺後的僑生博物館內藏千餘件文物和展品，將海峽華人
在檳城的往昔歲月盡數展現。宅院獨具特色，兼容多種中式建設風格。
【張弼士故居】著名華人張弼士故居的這座靛藍色的中式庭院建於 1880 年代, 裝設了中
式樑柱雕花、哥特式盧浮窗、彩玻嵌板和蘇格蘭鐵制器物等，內部陳設的塑像、雕刻、掛
毯等古董都是價值非凡的珍品。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GDPEN03WM

漫「遊」喬治市 - 含餐

收費

檳城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向有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稱號。檳城的首府喬治市
（George Town）是在 1786 年以英國喬治三世（George III）命名的，喬治市保留了大量
歷史遺跡建築，融合華人、馬來、印度、葡萄牙等多種族文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8 年將它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成為馬來西亞第 3 個世界遺產。
【觀音亭】觀音亭又名為廣福宮，至今已有 208 年的歷史，是檳城最古老的廟宇，廟宇中
以觀世音菩薩為主祀，常年香火鼎盛，香客駱繹不絕。

新幣 120 元/成人
新幣 11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7.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華人水上村落「姓氏橋」】「姓氏橋」事實上並非什麼橋樑而是建於海上的木屋，橋
是這裡唯一的交通要道，它將房屋貫穿起來，並與陸地銜接。橋是這種漁民住家的樞紐，
因其重要的作用而得名。
【檳城市政廳(短暫停留拍照)】市政廳是典型英國百拉殿式建築，圍繞著科林斯式式樑柱
和闊大窗門，瑰麗莊嚴，以前是市政廳，現用作展館之用。
【壁畫街】 自從立陶宛畫家爾納斯 (Ernest Zacharevic) 在檳城喬治市世遺區的老屋畫
上壁畫後，當地畫家也開始在喬治市世遺區作畫。 壁畫所想出來的概念都是源自於周遭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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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給予的靈感，壁畫上與古老的建築物融為一體，為檳城帶來了一番生氣。
【三輪車】讓人力三輪車帶著你穿越古城區的小巷、親近每一個角落的景點，用最輕鬆的
步調，帶你看到喬治市不一樣的一面...途中感受古城濃厚的氣息，再也想不到其他比搭
乘這種三輪車更完美遊覽喬治舊城區的方式了！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GDPEN04WM

探索檳城浮羅山背之旅– 含餐

收費

浮羅山背（Balik Pulau）是一個位於檳島的西南部的一個小鎮，也是聞名的榴槤盛產地，
更被譽為“檳城的香格里拉”。這裡可以讓您體驗大自然生態以及單純樸實的小鎮風情。

新幣 90 元/成人
新幣 8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7.5 小時

【車遊浮羅山背】浮羅山背這裏沒有高樓、沒有大廈，有山，有水、有寬闊的田園，帶您
在這樸素的小鎮走一圈，感受這裡遠離城市的清新氣息。
【夢田休閒農場 Audi Dream Farm】農場是當地的迷你動物園，在內擁有超過 50 種蔬
菜水果、您可以跟近距離接觸家畜及小動物，感受休閒風光及農村風情。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義合荳蔻廠】馬來西亞盛產各種香料，荳蔻是檳城重要的土產。參觀檳城老字號的荳蔻
出產商—義合荳蔻廠，除了可以了解荳蔻的生長過程以及荳蔻的用處，還可以購買特色土
產如豆蔻油及豆蔻膏等。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GDPEN05NM

檳城品「味」遊–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65 元/成人
新幣 55 元/小童

檳城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向有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稱號。檳城於 1786 年時被英國
殖民政府開發為遠東最早的商業中心，今日的檳城，多個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它獨有的魅
力，漫遊檳城，您會發現它豐富多彩的一面。

行程時間:

【張弼士故居】著名華人張弼士故居的這座靛藍色的中式庭院建於 1880 年代, 裝設了
中式樑柱雕花、哥特式盧浮窗、彩玻嵌板和蘇格蘭鐵制器物等，內部陳設的塑像、雕刻、
掛毯等古董都是價值非凡的珍品。

(包括交通用時)

約 6 小時

不含餐

【壁畫街】 自從立陶宛畫家爾納斯 (Ernest Zacharevic) 在檳城喬治市世遺區的老屋畫上
壁畫後，當地畫家也開始在喬治市世遺區作畫。 壁畫所想出來的概念都是源自於周遭環
境給予的靈感，壁畫上與古老的建築物融為一體，為檳城帶來了一番生氣。
【自製豆沙餅】自製豆沙餅 – 福建方言稱為淡文餅，是香酥餅，內餡攪拌綠豆、糖和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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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許鹽巴以及炸過的蔥頭來調味，再炸以豬油或菜油。豆沙餅外皮薄脆、香酥可口。 在
當地的餅店內，客人可以嘗試自製傳統美味可口的豆沙餅。完成製作後，客人將獲得 4 件
自製的豆沙餅及餅店免費贈送的 8 件豆沙餅。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GDPEN06NM

檳城美景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新幣 115 元/成人
新幣 105 元/小童

檳城座落於馬來半島西岸，一向有被譽為“東方之珠”的稱號。檳城於 1786 年時被英國
殖民政府開發為遠東最早的商業中心，今日的檳城，多個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它獨有的魅
力，漫遊檳城，您會發現它豐富多彩的一面。

行程時間:

【68 樓 Rainbow Skywalk 及 65 樓觀景台】坐落於 Komtar 大樓的 68 頂樓，高 249 公
尺高，17 米長的懸空式 U 型玻璃橋 Rainbow Skywalk 可以鳥瞰檳城喬治市的美景。在
65 樓的室內觀景台，也設有玻璃走道，讓你從不同角度看檳城景色。 (因需要步行多級

(包括交通用時)

約 6 小時

不含餐

樓梯前往 68 樓 Rainbow Skywalk，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客人仍可於 65 樓
的觀景台欣賞風景。)

【檳城市政廳(短暫停留拍照)】典型英國百拉殿式建築，圍繞著科林斯式式樑柱和闊大窗
門，瑰麗莊嚴，以前是市政廳，現用作展館之用。
【壁畫街】 自從立陶宛畫家爾納斯 (Ernest Zacharevic)在檳城喬治市世遺區的老屋畫上
壁畫後，當地畫家也開始在喬治市世遺區作畫。 壁畫所想出來的概念都是源自於周遭環
境給予的靈感，壁畫上與古老的建築物融為一體，為檳城帶來了一番生氣。
【新光大廣場 Prangin Mall】在這裡遊客幾乎可以購買到所有的商品，例如衣服、皮包
及手袋等，還有多間美食餐館，在此可自由購物並享用午餐 (自費)。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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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EN07NM

歡樂美食和購物之旅– 不含餐

收費

檳城於 1786 年時被英國殖民政府開發為遠東最早的商業中心，今日的檳城，多個民族文
化融合形成它獨有的魅力，漫遊檳城，您會發現它豐富多彩的一面。

新幣 50 元/成人
新幣 4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途經檳城大橋】這長達 13.5 公里的大橋連接檳城州的檳島和對岸的威省，是檳城的著
名地標。
【皇后灣廣場 Queensbay Mall】是檳城大型購物商場之一，場內的商店數目超過 500
家，主要分為流行服裝店、珠寶首飾店、傢具店、書店、大型超市、餐飲店等，各種商品
琳瑯滿目，在此可自由購物或享用午餐 (自費)。

(包括交通用時)
不含餐

【新世界小吃廣場】這兒集結了馬來西亞最知名的食品和飲料店，多個攤位提供檳城著
名的街頭美食，您可以在乾淨、舒適的環境享用美食 (自費)。
【土產店或巧克力商店】您可以購買到檳城的著名特產。

成團人數：35 人

GDPEN08WM

專題旅遊·星夢 x 檳城限定
巴雅島海洋公園浮潛之旅 - 含餐

收費

芭雅島海洋公園是蘭卡威第一座海洋公園，保育了各式各樣的熱帶魚類以及美麗珊瑚，在
這裡你可以放鬆心情，與蔚藍海洋和色彩繽紛的海洋生物融成一體。

新幣 290 元/成人
新幣 28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8 小時

【芭雅島海洋公園浮潛】芭雅島海洋公園是為了保存珍貴的自然美景，以及保護瀕臨絕
種的海洋生物而建立的。有著迷人的海洋生物如珊瑚、熱帶魚，絕對是浮潛與游泳愛好者
的世外桃源，體驗浮潛樂趣 ，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界。費用包含:浮潛基本裝備(呼吸
管、面鏡及救生衣) 。【精彩活動】 除了浮潛，您還可以在休閒地在芭雅島上漫步，享
受碧綠的海洋、 藍天白雲的風景，盡情曬日光浴，與海裏的小魚共游。

(包括 4 小時交通用
時)
含餐*
行程舒適度: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當地美食。

運動量較大

成團人數：75 人
參加此團之客人需簽署免責聲明，確保已知悉活動可能會涉及風險。

賓客會乘坐當地輪
船往返岸上參加遊
覽。

最低年齡要求：2 週歲或以上，11 週歲或以下需要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方可報名參加
備注:
1.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2.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賓客參加: 懷孕的賓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賓客; 正在服用
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賓客; 曾患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賓客; 患有
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賓客。
3. 不懂游泳的賓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 的岸
上觀光團。
4.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及穿
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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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
GDPHU80

私人訂制 – 感受普吉豐富色彩

收費

想要探索普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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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人數：2 人；請於啟航前 72 小時預約

GDPHU01NM

行程時間:
賓客自行決定，最
長可享受 10 小時
的私人遊覽
由專屬導遊陪同的
私人訂制觀光行程

普吉精華遊–含餐

新幣 90 元/成人
新幣 60 元/小童

收費

普吉島以其迷人的熱帶風光和豐富的旅游資源被稱為“安達曼海上的一顆明珠”。在
不斷現代化的同時，也不忘保留千年以來的傳統，在泰國，珍貴的人文藝術幾乎都被
完整保存並流傳至今，如泰國傳統歌舞表演便是充分體現展現泰國熱情奔放的風情。
【Promthep 海角】位於普吉島南部的最尖端，是普吉島最著名的一處海景觀景點。
從這裡可以眺望壯麗的安達曼海和印度洋。(需往上爬約 50 級梯級往觀景台)
【查龍寺】是普吉島上最大的佛教寺院。寺內供奉著兩位受人們敬重的僧侶的塑像，
其中鑾樸成僧侶在本世紀初是該寺廟的住持，他的接骨技巧頗富盛名，曾被授予“特
別聖職”的名號。

行程時間:
約 8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午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
船往返郵輪及岸
上參加遊覽。

【Wang Talang】在這裡您可以買到泰國傳統的手工藝品，禮物，泰國絲製品，珍珠
和各種當代歐洲及亞洲樣式的珠寶首飾。
【泰式傳統舞蹈秀】在泰國，珍貴的人文藝術幾乎都被完整保存並流傳至今，欣賞泰
國傳統歌舞表演，感受泰國民族的熱情奔放。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Jungceylo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貨公司及
Big C 超市，各種餐飲、電器專賣，泰國特色工藝品應有盡有，必能讓您買到心儀的
禮品。
成團人數：30 人

GDPHU02WM

攀牙灣占士邦島探索之旅–含餐

收費

普吉島以其迷人的熱帶風光和豐富的旅游資源被稱為“安達曼海上的一顆明珠”。攀
牙灣（Phang Nga）是泰國瀕臨絕種的生物- 革龜的保護海域，附近美麗的島嶼更是各
有特色，其喀斯特地形令攀牙灣有「小桂林」美譽之稱，一起來展開探索之旅吧!

新幣 125 元/成人
新幣 95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9 小時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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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臥佛洞】臥佛洞入口位於高聳的石灰岩懸崖下，於十七世紀被僧人發現，山壁
刻有泰國皇家簽印，詳細記錄各世的國君及皇后曾到訪的詳細日期及時間，甚具歷史
價值，鬼斧神工的鐘乳石洞窟內除了有泰國南部最大的石洞臥佛，兩側還有多座佛塔
及靈骨塔等。

(包括 3 小時交通
用時)

【占士邦島】乘快艇出發遊覽著名景點占士邦島(Khao Ping Gan)，占士邦島是因 007
James Bond 電影《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曾經於 1974 年在此取景而命名
的。一柱擎天巨石豎立在海中心，海灘旁還有被鬼斧神工劈出巨型裂縫的天然峭壁，
盡情享受壯麗的景致。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班宜島水上漁村(短暫停留拍照)】這座岩石島上有一個築於水上高架屋的回教漁
村，木製泰式尖屋頂浮在水面上的景象非常有趣，村民主要從事旅遊及捕魚業，由於
大部份村民信奉回教，在島上最顯眼的建築便是從屋群中聳立的回教寺。

含午餐*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皇家珠寶中心】在這裡您除了可以買到國際頂尖高品質珠寶如寶石、珍珠及銀飾，
馳，還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一些當地工藝品和食品作伴手禮啊!
成團人數：30 人

GDPHU03WM

Phi Phi Islands 跳島遊 –含餐

新幣 190 元/成人
新幣 160 元/小童

收費

披披群島於 1983 年被宣布成為國家公園，其中共有 6 個小島，分別是披披東、披披
雷、排島等，有著風景迷人的海灘和層次豐富的岩石，寧靜碧藍的海水里徜徉著色彩
斑斕的海洋生物，披披群島的美就足以讓您心動！

行程時間:

【Phi Phi Ley Island 浮潛】乘坐快艇前往 Phi Phi Islands，它的特色為夢幻的白色細
沙沙灘-瑪雅灣 Maya Bay 以及珊瑚礁地形構成的絕佳浮潛與潛水場所。我們還將帶你
體驗夢幻的天堂美景，拜訪美麗的世外桃源，享受遠離都會喧囂的愜意時光。體驗浮
潛樂趣 ，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界。費用包含:浮潛基本裝備(呼吸管、面鏡、救生衣
及蛙鞋) 。

(包括 3 小時交通
用時)

【Phi Phi Don Island】其形狀如同一個「工」字，兩頭是綠蔭覆蓋的小山丘，島中
央由兩個半月形海灣交匯而成，靠近岸邊的海水是迷人的翡翠色。島中部極窄，最窄
處只有約 80 米。
【竹子島】竹子島也稱百島（Ko Phae），是披披島北部的一個離島。因為島上有竹
子，所以大家習慣稱之竹子島。竹子島有美麗的沙灘與清澈的海水，盡情享受在沙灘
上放空、曬日光浴或游泳的自由時光吧!

約 8.5 小時

含午餐*
行程舒適度:
運動量較大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30 人
最低年齡要求：5 週歲，11 週歲或以下需要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方可報名參加
參加此團之客人需簽署免責聲明，確保已知悉活動可能會涉及風險。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12 / 17
www.kentholidays.com

適用於「雲頂夢號」冬季航程 2017 年 6 月 21 日更新

備注:
1.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2.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賓客參加: 懷孕的賓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賓客; 正在
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賓客; 曾患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賓
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賓客。
3. 不懂游泳的賓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 的
岸上觀光團。
4.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
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GDPHU04WM

攀牙灣獨木舟探險之旅–含餐

新幣 170 元/成人
新幣 140 元/小童

收費

普吉島以其迷人的熱帶風光和豐富的旅游資源被稱為“安達曼海上的一顆明珠”。攀
牙灣（Phang Nga）是泰國瀕臨絕種的生物- 革龜的保護海域，附近美麗的島嶼更是各
有特色，其喀斯特地形令攀牙灣有「小桂林」美譽之稱，一起來展開探索之旅吧!
【攀牙灣】攀牙灣遍布著諸多大小島嶼，怪石嶙峋，堪稱世界奇觀，攀牙灣還是全世
界漂流愛好者的聚集地。
【獨木舟探險之旅】您將登上當地小型遊艇開始海上探險之旅。遊艇上的船員將會向
客人介紹所有與乘坐獨木舟相關的安全知識。乘坐獨木舟您將兩次深入那些天然形成
的洞之中穴，貼近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乘坐獨木舟觀賞洞穴和瀉湖後，在附近的
區域您還可以游泳。** 此團包括兩次划獨木舟入洞，每個洞約 30 分鐘。(一艘獨木舟
乘載二至三位乘客及一位專業的協助者。）

行程時間:
約 8.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午餐*
行程舒適度:
運動量較大

【餐食安排】於小型遊艇上地道美食。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拉娃雅島】休閒地在沙灘上漫步，享受碧綠的海洋、 藍天白雲的風景，盡情曬日
光浴並暢泳一番。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皇家珠寶中心】在這裡您除了可以買到國際頂尖高品質珠寶如寶石、珍珠及銀飾，
馳，還可以為親朋好友選購一些當地工藝品和食品作伴手禮啊!
成團人數：20 人
參加此團之客人需簽署免責聲明，確保已知悉活動可能會涉及風險。
備注:
1.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2.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賓客參加: 懷孕的賓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賓客; 正在
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賓客; 曾患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賓
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賓客。
3. 不懂游泳的賓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 的
岸上觀光團。
4.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
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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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HU05WM

藍象泰式烹飪課–含餐

收費

終年的艷陽與近海的肥沃土地， 得天獨厚的氣候與地理位置讓泰國產出的香米穀物、
瓜果蔬菜都新鮮香甜，泰式料理融合了包括中國、緬甸等周邊國家的豐富文化讓許多
人深深著迷。在聞名世界的廚藝學校─藍象餐廳（Blue Elephant）學習正宗的泰式美
味，是饕客旅人的最佳選擇。
【藍象泰式烹飪課】在藍色大象烹飪學校享受烹飪的樂趣，親身製作精緻、地道的泰
式料理，感受泰國佳餚的美妙體驗。首先主廚會帶您前往附近的市場認識本地食材，
解說泰國料理使用的香料、菜色。返回教室穿上圍裙，仔細觀看專業廚師展示以傳統
方法烹飪泰國美食的精巧過程。 接下來，按照烹飪大師的指導下學習刀工切法、食材
烹煮技巧到辛香料的運用。製作 4 道泰式美食，辛苦勞動後，享用自己做的美味!
【普吉老鎮】普吉老鎮建於上世紀，當時錫礦發展非常紅火開發，故大批華人和馬來
西亞勞工來到普吉工作，在老鎮上遺留下來的宏偉的中式和殖民式混合風格的老建築
便可窺見一斑。在小巷中漫步仿佛佛令您回到懷舊的老時光，感受這裏浪漫的情懷。

新幣 240 元/成人
行程時間:
約 7.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午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Jungceylo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貨公司
及 Big C 超市，各種餐飲、電器專賣，泰國特色工藝品應有盡有，必能讓您買到心儀
的禮品。
成團人數:20 人; 最多參加人數: 24 人
最低年齡要求：12 週歲或以上

GDPHU06WM

普吉島海陸空探險之旅–含餐

收費

普吉島叢林探險活動，在一天當中體驗 5 公里激流泛舟(Whitewater rafting)、叢林飛
索(Ziplines)以及 ATV 越野車騎行，一起展開海陸空探險之旅！

新幣 260 元/成人
新幣 23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10 小時

【漂流泛舟(5 公里)】由經驗豐富的教練團隊為您妥善準備裝備以展開驚心動魄的激
流漂筏歷險旅程。 置身於普吉大自然環境，穿越陡峭的峽谷、巨石和刺激急流，享受
45 分鐘的驚險漂流泛舟旅程。

(包括 4 小時交通
用時)

【大象泥巴浴】想知道大象的消暑秘方? 那就不要錯過看他們享受沐浴的時光了!

含午餐*

【ATV 越野車騎行(30 分鐘)】自騎 ATV 越野車在野外林蔭山頭裏馳騁，體驗崎嶇卻刺
激的好玩樂趣並欣賞沿途宜人的風景。

行程舒適度:

【叢林飛索(200 米)】透過「高空滑索 Zipline」的方式，安全輕鬆地享受最極致的刺
激，穿梭在巨大古老的樹木和茂密的叢林之間一覽普吉的原始生態，感受普吉島的美
麗！
【餐食安排】於叢林飛索基地享用地道美食。
【Jungceylo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貨公司
及 Big C 超市，各種餐飲、電器專賣，泰國特色工藝品應有盡有，必能讓您買到心儀
的禮品。

運動量較大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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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團人數:6 人; 最多參加人數: 70 人
最低年齡要求：6 週歲或以上
參加此團之客人需簽署免責聲明，確保已知悉活動可能會涉及風險。
備注:
1.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2.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賓客參加: 懷孕的賓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賓客; 正在
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賓客; 曾患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賓
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賓客。
3. 不懂游泳的賓客，不建議參加一些含有水上活動 (如浮潛、潛水、游泳及等等) 的
岸上觀光團。
4.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會被濺濕。建議客人穿上泳衣，帶備毛巾、額外衣服，
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GDPHU07NM

叢林騎大象探險之旅–不含餐

收費

新幣 80 元/成人
新幣 50 元/小童

普吉島以其迷人的熱帶風光和豐富的旅游資源被稱為“安達曼海上的一顆明珠”。在
不斷現代化的同時，也不忘保留千年以來的傳統，在泰國，珍貴的人文藝術幾乎都被
完整保存並流傳至今，如泰國傳統歌舞表演便是充分體現展現泰國熱情奔放的風情

行程時間:

【Island Safari Camp】親身體驗騎在大象上的緊張和刺激的感受。大象緩緩的步伐
將帶您穿越叢林探索，欣賞大自然美麗的風景。騎完大象，可以欣賞大象表演。

(包括交通用時)

【腰果店】這裏有各種味道的腰果供您免費試吃! 一定要嚐嚐，味道真的不錯。

約 6 小時

含午餐*
行程舒適度:

【查龍寺】是普吉島上最大的佛教寺院。寺內供奉著兩位受人們敬重的僧侶的塑像，
其中鑾樸成僧侶在本世紀初是該寺廟的住持，他的接骨技巧頗富盛名，曾被授予“特
別聖職”的名號。
【Jungceylo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貨公司
及 Big C 超市，各種餐飲、電器專賣，泰國特色工藝品應有盡有，必能讓您買到心儀
的禮品，在此可自由購物並享用午餐 (自費)。
成團人數:30 人

運動量較大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備注:
1. 賓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遊覽團。
2.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賓客參加: 懷孕的賓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賓客; 正在
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賓客; 曾患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賓
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賓客。
3.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客人建議帶備毛巾及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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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HU08NM

普吉市遊及人妖歌舞表演–不含餐

收費

普吉島的西蒙人妖歌舞表演（Simon Cabaret Show）是當地創立超過 20 年的老字號
經典秀場，舞蹈裏保留泰國傳統卻帶有現代化的元素， 您又怎可以錯過呢?
【皇家珠寶中心】在這裡您可以買到國際頂尖高品質珠寶包括高品質的紅寶石、藍寶
石、黃寶石、翡翠、珍珠及銀飾等。
【查龍寺】是普吉島上最大的佛教寺院。寺內供奉著兩位受人們敬重的僧侶的塑像，
其中鑾樸成僧侶在本世紀初是該寺廟的住持，他的接骨技巧頗富盛名，曾被授予“特
別聖職”的名號。
【人妖歌舞表演】表演者身著華麗的服飾，配合一些耳熟能詳的老歌曲，上演著中國
宮廷、泰國傳統歌舞及百老匯歌舞劇等等。舞台佈置裝潢華麗，令人驚嘆。

新幣 90 元/成人
新幣 6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7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不含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Jungceylon 購物中心】購物中心內有超過 200 間商店，包括 Robinson 百貨公司
及 Big C 超市，各種餐飲、電器專賣，泰國特色工藝品應有盡有，必能讓您買到心儀
的禮品，在此可自由購物並享用午餐 (自費)。
成團人數:30 人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食，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岸上游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KENTHOLIDAYS (S) PTE LTD

Tel: +65 65341033

Email: sales@kentholida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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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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遊覽團以港幣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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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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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旅客妥善看護私人物品。
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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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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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旅客因岸上遊覽團
而引至之損失或傷害承擔任何責任。
旅行社有權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天氣情況及／或旅客之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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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之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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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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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旅客參加岸上遊覽或取消岸上遊覽： 遲到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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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在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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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夢郵輪將不會為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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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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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0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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