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雲頂夢號」冬季航程 2017 年 5 月 31 日更新

「雲頂夢號」岸上遊覽團
新加坡 – 泗水- 北巴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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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泗水
GDSUB80

私人訂制 – 感受泗水歷史風華

收費

想要探索印尼泗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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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具體要求而定
行程時間:
賓客自行決定，最
長可享受 6 小時的
私人遊覽
由專屬導遊陪同的
私人訂制觀光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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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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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UB01WM

泗水廟宇之旅 –含餐

收費

新幣 150 元/成人
新幣 130 元/小童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 1945-50 年間的印尼獨立革命就在泗水進行了一場激烈戰役，
因此泗水亦被稱為「英雄之城」。泗水這座城市有不少具標誌性及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印
尼地道辛辣美食，大型商場等，喜愛歷史、建築、購物或美食的您怎可以錯過呢?

行程時間:

【Klenteng Sanggar Agung 寺】又稱為 Hong San Tan 寺，是一座位於海旁的佛教、道
教和儒教三合一寺廟，建築採用獨特的混搭風格，前門的觀世音菩薩兩旁有金童、玉女，
兩側有四大天王護法，腳下有雙龍搶珠的雕像，廟裡供奉太上老君、天上聖母、玄天上
帝，關聖帝君、福德正神、財神爺等滿足各種信仰需求。

(包括交通用時)

約 5 小時

含餐*

【四面佛像】印尼本地人大多伊斯蘭教，但對其他宗教信仰如基督教、道教、佛教等非常
包容及尊重，除左四面佛像，還有泰國的象神 - 智慧神。
【潛水艇博物館 Monumen Kapal Selam】博物館由一艘 76.6 米長、6.3 米寬，二次大
戰遺留的的潛水艇改建而成，您可一睹內部的設施如船員宿舍、信息及通訊中心、食堂、
柴油發動機室、電力推進馬達室和魚雷艙等。(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客人入內參
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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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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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UB02WM

泗水歷史文化之旅– 含餐

收費

新幣 140 元/成人
新幣 120 元/小童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 1945-50 年間的印尼獨立革命就在泗水進行了一場激烈戰役，
因此泗水亦被稱為「英雄之城」。泗水這座城市有不少具標誌性及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印
尼地道辛辣美食，大型商場等，喜愛歷史、建築、購物或美食的您怎可以錯過呢?

行程時間:

【英雄紀念碑】紀念碑為了紀念在印尼宣布獨立後，泗水人民奮起抵抗想要重新殖民印尼
的盟軍和荷蘭，最後於戰爭中死去的印尼戰士，印尼政府在 1952 年建立了這座泗水英雄
紀念碑以緬懷英勇戰士的人民的愛國熱情。

(包括交通用時)

約 5 小時

含餐*

【聖母教堂 Gereja Katolik Kelahiran Santa Perawan Maria】泗水最老的教堂，建於
1899 年，教堂曾在 1945 年 11 月的泗水戰役中遭受大火破壞，而在 1950 年又重新修整，
內部用大理石建材挑高及彩色透明玻璃設計，最有趣的是若從高空俯瞰，可以發現這座教
堂的設計是十字架形狀的。
【Pasar Genteng】想要買些手信帶回去給你的家人或朋友？這裡有上百種海鮮製成的零
食供你選擇。
【Hotel Majapahit】屹立在泗水巿內的 Hotel Majapahit， 曾見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
軍侵略、荷蘭統治及印尼獨立的歷史。二次大戰後，荷蘭人在泗水進行殖民統治，並在巿
內一間酒店掛上大大的紅白藍荷蘭國旗，引起一群爭取印尼獨立的青年不滿。他們爬上酒
店頂，把荷蘭國旗底部的藍色撕去，變成只得紅白兩色的印尼國旗，掀起獨立變革。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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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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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UB03WM

泗水文化探索之旅 –含餐

收費

新幣 140 元/成人
新幣 120 元/小童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 1945-50 年間的印尼獨立革命就在泗水進行了一場激烈戰役，
因此泗水亦被稱為「英雄之城」。泗水這座城市有不少具標誌性及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印
尼地道辛辣美食，大型商場等，喜愛歷史、建築、購物或美食的您怎可以錯過呢?

行程時間:

【三寶麟】煙草大亨 Liem Seeng Tee 在 1932 年創建了三寶麟，他把泗水市中心的一座在
1862 年由荷蘭人蓋建的建築物改建成其煙草公司的第一個生產基地，現時已成為博物館
的三寶麟，在此可以了追索印尼煙草巨頭的歷史。這裡還會展示傳統捲煙方法讓您大開眼
界。

(包括交通用時)

約 5 小時

含餐*

【聖母教堂 Gereja Katolik Kelahiran Santa Perawan Maria】泗水最老的教堂，建於
1899 年，教堂曾在 1945 年 11 月的泗水戰役中遭受大火破壞，而在 1950 年又重新修整，
內部用大理石建材挑高及彩色透明玻璃設計，最有趣的是若從高空俯瞰，可以發現這座教
堂的設計是十字架形狀的。
【市政廳】市政廳位於市政廣場並是在荷蘭殖民統治期間建造的，為了配合現代需要，印
度政府在市政廳後方建造更現代化的新式市政廳，而舊樓現在由區域立法會使用。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35 人

GDSUB04WM

特洛武蘭遺跡之旅 –含餐

收費

今天位於泗水西南面的特洛武蘭， 曾是 13 世紀東爪哇「印尼史上最強的帝國」的所在
地，在《明史》中稱為「滿者伯夷」。從 1293 年至 1500 年，滿者伯夷王國曾統治馬來半
島南部、婆羅洲、蘇門答臘和峇里島，其領土範圍甚至遠至泰國南部、菲律賓、東帝汶，
讓我們展開特洛武蘭遺跡之旅!
【特洛武蘭博物館 Trowulan Archaeological Museum】特洛武蘭在歷史上曾經是最大
的印度教帝國的首都，宮廷遺蹟散步在特洛武蘭村周圍的一大片地區，壯觀而帶有一種歲
月的滄桑。特洛武蘭博物館，展出滿者伯夷雕塑中的精品以及來自東爪哇的陶器。

新幣 150 元/成人
新幣 13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5 小時
(包括 4 小時交通用
時)
含餐*

【滿者伯夷王國遺蹟 Pendopo Agung Trowulan】這個王國遺跡 Pendopo Agung 被認
為是滿者伯夷宮廷遺蹟，相信是一個皇家大廳的場所，在這裡可以近距離接觸遺蹟原始的
石基及遺蹟附近優美景色。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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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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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UB05WM

泗水自然之旅 –含餐

收費

新幣 150 元/成人
新幣 130 元/小童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 1945-50 年間的印尼獨立革命就在泗水進行了一場激烈戰役，
因此泗水亦被稱為「英雄之城」。泗水這座城市有不少具標誌性及殖民地色彩的建築，近
郊景色優美怡人，還可以遠眺當地莫佐克托山山景色。

行程時間:

【莫佐克托山 Mount Penanggungan】莫佐克托山橫跨 Pasuruan 和 Mojokerto 的區域
邊界。海拔雖僅有 1,650 米，但其獨特形態使莫佐克托山尤為突出，山頂形狀是呈圓狀，
下有四個小峰，在山區的北部和西部的斜坡上，考古學家曾發現有滿者伯夷王國的建築如
紀念碑及雕刻等。

(包括 4 小時交通用
時)

約 6.5 小時

含餐*

【岩望瀑布 Putuk Truno Waterfall】瀑布位於 Welirang 山和 Arjunorom 山的山坡上，
您可以享受壯觀的瀑布景色，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享受片刻的靜謐時光。(請留意須步行上
下約 100 級的石階，因此我們建議您穿著舒適防滑的鞋履。此景點不適合行動不便或輪椅
客人入內參觀，客人可在附近拍照。)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35 人

GDSUB06WM

專題旅遊·星夢 x 泗水限定
印尼民俗特色奔牛賽 - 含餐

收費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 1945-50 年間的印尼獨立革命就在泗水進行了一場激烈戰役，
因此泗水亦被稱為「英雄之城」。泗水這座城市有不少具標誌性及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印
尼地道辛辣美食，大型商場等，喜愛歷史、建築、購物或美食的您怎可以錯過呢? 其中印
尼民俗奔牛活動，舉世聞名，快點來見識一下吧!
【蘇臘馬都大橋 Suramadu Bridge】長達 5.438 公里的的馬都大橋是連接泗水與馬都拉
島的最主要的交通要道，是東南亞目前最大跨度的雙塔斜拉式的跨海大橋。

新幣 160 元/成人
新幣 14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 4 小時交通用
時)
含餐*

【馬都拉島奔牛賽 Kerapan Sapi】奔牛賽是東爪哇省一種特有的傳統文化，起源於公元
14 世紀。起初是農民們在旱季空閒時節利用沒有莊稼的田地比賽誰的黃牛跑得快。因為
沒有規則人們經常在比賽中發生爭執，後來荷蘭殖民地政府專門為之頒布了比賽規則。奔
牛賽現已成為印尼的特色旅遊項目，吸引著眾多國內外遊客慕名前往觀看比賽，您會看到
這些公牛像長了翅膀一樣在水上飛速奔跑，濺起的水花將公牛和賽牛騎師淹沒其中的奇趣
畫面。
【自由購物】前往本地市場自由購物如特色紀念品與伴手禮等。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100 人
*如欲報名之客人需於出發日期 10 日或之前向客服人員或指定旅行社預訂，需視乎實際情
況安排，一切以實際預訂時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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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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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SUB99NM

泗水市往返巴士服務 - 不含餐

收費

請注意：往返巴士服務只在所有的岸上觀光遊覽團隊開始之後才啟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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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塔尤干廣場購物中心 Tunjungan Plaza。單程時間約為 30 分鐘。
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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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 32 元/成人
港幣 32 元/小童
約 4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不含餐
不含導賞服務

成團人數：35 人
備註:車票只限船上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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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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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巴厘
GDCKB80

私人訂制 – 感受北巴厘豐富色彩

收費

想要探索北巴厘的古樸魅力與自然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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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CKB01WM

視具體要求而定
行程時間:
賓客自行決定，最
長可享受 8 小時的
私人遊覽
由專屬導遊陪同的
私人訂制觀光行程

城遊 Singaraja – 含餐

收費

新葛拉加 Singaraja 原意為“獅城”，曾是布列連（布萊倫）王國的首都所在地，這裡彌
浸著深濃的殖民色彩。此地對各種族及宗教都採取包容的態度，教堂，清真寺，印度教神
廟，中國廟宇在此和平共處更是充分彰顯出兼容並蓄生活哲學。這裡的觀光景點雖不多，
卻是探索上一個世紀的歷史陳跡的好地方。
【The Royal Palace of Singaraja】宮殿建於 17 世紀，是新葛拉加 Singaraja 地區豐富文
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宮殿設計是連接庭院和皇室寺廟，整座建築優美及擁有怡人景
色，您或許會幸運地遇見前皇室成員，為您展示宮殿的陳設及介紹歷史。
【Gedong Kirtya】 這座是荷蘭人在 1928 年殖民時期所建立的歷史圖書館，裡面保存了
將近 3000 部關於巴厘島的手稿與非常豐富的“Lontar”收藏。“Lontar”這是一種刻在棕
櫚葉上的文件，內容記載文學，神話，歷史及宗教等相關事物，經過一代代複製下來，有
的已經超越千年歷史，不要小覤這些手稿，它們可是記錄了古代巴厘族古代的知識和智慧
啊!

新幣 95 元/成人
新幣 8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5.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靈源宮】在巴厘您會看到這裡對各種族、宗教和文化都十分包容，這座於 1873 年建立
的道教廟宇，建築模仿中國明清時期的風格，以紅白綠三色為主，面向大海，氣勢宏偉，
特別之處在於廟宇除了供奉陳府真人，還有天上聖母、福德正神、文昌帝君、關帝君、福
壽祿、王爺公以及孔夫子…寺廟的兩旁牆面還繪有三國演義的故事，集合了佛、道、儒不
同的宗教和信仰。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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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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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CKB02WM

漫「遊」巴厘 - 含餐

收費

新幣 100 元/成人
新幣 85 元/小童

巴厘島有「諸神之島」(Island of the Gods)的美名，原因是在印尼人眼中，巴厘島美到連
天神都想要住在這裡。由此可見這個總長僅 145 公里、寬約 80 公里的島嶼有著令顛倒眾
生的魅力，讓我們感受這裡的慢活風情吧!

行程時間:

【烏倫達努布拉坦寺 Temple Ulun Danu at Lake Bratan】建造於 1663 年的烏倫達努寺
也被稱為“水神廟”以供奉和祭奠湖泊女神戴維達努（Dewi Danu）。這裏湛藍的天空、
寧靜的湖泊、古老而神聖的廟宇組成一幅美麗的畫卷，像是人間仙境。

(包括交通用時)

【雙子湖 Buyun & Tamblingan】雙子湖是由兩個火山湖- 布揚湖（Danau Buyan）和坦
布林根湖（Danau Tamblingan）的總稱，布拉坦火山大約在二萬多年前大爆發，火山口
塌陷後，經過萬年的累集匯聚雨水及泉水後，形成了美麗的火山湖。

約 7.5 小時

含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康瑅傳統市場 Candi Kuning Market】由於市場裡多賣各種香料，所以也被稱之為香
料市場。市場裡也許多賣蔬菜、水果、花朵和手工藝品及小吃攤檔，是來到北巴厘不可錯
過的景點啊。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22 人

GDCKB03WM

巴厘文化探索之旅 - 含餐

收費

新幣 100 元/成人
新幣 85 元/小童

巴厘島有「諸神之島」(Island of the Gods)的美名，原因是在印尼人眼中，巴厘島美到
連天神都想要住在這裡。由此可見這個總長僅 145 公里、寬約 80 公里的島嶼有著令顛倒
眾生的魅力，讓我們探索這裡的巴厘文化吧!

行程時間:

【烏倫達努布拉坦寺 Ulun Danu Bratan Temple】建造於 1663 年的烏倫達努寺也被稱為
“水神廟”以供奉和祭奠湖泊女神戴維達努（Dewi Danu）。這裏湛藍的天空、寧靜的湖
泊、古老而神聖的廟宇組成一幅美麗的畫卷，像是人間仙境。

(包括交通用時)

【康瑅傳統市場 Candi Kuning Market】由於市場裡多賣各種香料，所以也被稱之為香
料市場。市場裡也許多賣蔬菜、水果、花朵和手工藝品及小吃攤檔，是來到北巴厘不可錯
過的景點啊。

約 6.5 小時

含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麝香貓咖啡(Kopi Luwak coffee)體驗】印尼是『世上最昂貴咖啡』之稱的麝香貓咖啡
的主要產地之一，經過麝香貓腸胃發酵的咖啡豆特別濃稠香醇，於是蒐集麝香貓的排泄物
篩濾出咖啡豆，沖泡來喝，由於產量稀少並且發酵過程獨特，麝香貓咖啡風味和一般咖啡
大異其趣，客人可一嘗麝香貓咖啡!
【餐食安排】於當地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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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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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KB04NM

羅威那陽光與海灘 – 不含餐

收費

巴厘島為亞洲炙手可熱的觀光勝地之一，其特有的文化風采與自然風光每年吸引上百萬位
來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它擁有天然觀光景點包括數英哩長的沙灘線、獨特的的梯田景緻及
其他豐富的文化產物，藍天碧海及滿佈度假風的棕櫚樹林，要感受渡假風情，陽光與海灘
您又怎能錯過呢?
【Krisna Watersport 水上活動】您可自費參加各項水上活動，如拖曳傘、水上摩托車、
衝浪、衝浪香蕉船等，另外於沙灘邊可享受一下日光浴、體驗一下巴里渡假風情。

新幣 60 元/成人
新幣 6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不含餐

【Krisna Oleh Oleh Bali 克利斯娜購物中心】您可以在當地盡情購買到當地的著名特產
及伴手禮。
成團人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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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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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KB05WM

鹿島 Manjangun Island
深海浮潛之旅–含餐

收費

Menjangan Island 又稱為鹿島，於 1978 年被規劃為一級國家公園保護區，區內的珊瑚和
所有生物都受嚴密保護，清徹透明的海水，海扇、海鞭、海棉、軟珊瑚生長茂密，您可以
在這個海裡的秘密珊瑚魚園看到搖曳生姿的珊瑚、金花鱸、大嘴魚群等暢泳，豐富的海底
生態，一定讓您為之讚嘆!
【浮潛】此處是真正的浮潛天堂，鹿島擁有一道 40 公尺的絕美珊瑚牆，又稱為珊瑚花園
(Coral Gardens)，除了美麗的珊瑚以外，這塊水域也有章魚和海馬等豐富魚群，甚至還
有色彩鮮豔、稀有罕見的麒麟魚。前往鹿島體驗浮潛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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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曬衣及蛙鞋) 。

新幣 200 元/成人
新幣 20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行程舒適度:

運動量較大

【餐食安排】於當地酒店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成團人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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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行動不便或
乘坐輪椅的賓客

最低年齡要求：5 週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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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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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KB06WM

鹿島 Manjangun Island
潛水之旅–含餐

收費

Menjangan Island 又稱為鹿島，於 1978 年被規劃為一級國家公園保護區，區內的珊瑚和
所有生物都受嚴密保護，清徹透明的海水，海扇、海鞭、海棉、軟珊瑚生長茂密，您可以
在這個海裡的秘密珊瑚魚園看到搖曳生姿的珊瑚、金花鱸、大嘴魚群等暢泳，豐富的海底
生態，一定讓您為之讚嘆!
【潛水】此處是真正的潛水天堂，鹿島擁有一道 40 公尺的絕美珊瑚牆，又稱為珊瑚花園
(Coral Gardens)，除了美麗的珊瑚以外，這塊水域也有章魚和海馬等豐富魚群，甚至還
有色彩鮮豔、稀有罕見的麒麟魚。前往鹿島體驗潛水樂趣 ，進入使人著迷的藍色世界。
費用包含:潛水基本裝備(面罩、氧氣筒、潛水衣及蛙鞋) 。

新幣 280 元/成人
新幣 28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6.5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含餐*
行程舒適度:

運動量較大

【餐食安排】於當地酒店餐廳享受地道美食。
成團人數：22 人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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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年齡要求：5 週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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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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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CKB07NM

巴厘島烏布遊– 不含餐

收費

烏布 Ubud 位於巴厘島中部，當地擁有很多富有巴厘島傳統文化與藝術特色的景點，您在
這裡可以自由探索、漫步烏布的傳統市場、皇宮等，感受慢活的生活節奏。

新幣 80 元/成人
新幣 70 元/小童
行程時間:
約 9 小時

【烏布皇宮 Ubud Palace】烏布皇宮始建於 16 世紀，由著名的藝術家們設計，整座皇宮
共有 60 間房，整座宮殿氣勢恢宏，宮殿內精致細膩的手工雕刻和貴氣逼人的金箔裝飾，
吸引著許多的藝術愛好者及遊客慕名而來，雖烏布皇室早在 20 世紀初就被廢黜，但仍受
到廣泛的尊敬，您或許有機會看到皇族的後裔呢!
【烏布傳統市場 Pasar Ubud】烏布市集擁有各式各樣的手工木製品、繽紛鮮豔布料閒
逛，這裡幾乎集合了所有烏布地區的特色如「蠟染」、「木雕」、「銀器」及「編織品」
的藝製品琳瑯滿目，是血拚紀念品及伴手禮的勝地!

(包括 6.5 小時交通
用時)
不含餐

賓客會乘坐接駁船
往返郵輪及岸上參
加遊覽。

成團人數：22 人

GDCKB99NM

北巴厘往返巴士服務 - 不含餐

收費

請注意：往返巴士服務只在所有的岸上觀光遊覽團隊開始之後才啟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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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isna Oleh Oleh Bali 克利斯娜購物中心。單程時間約為 30 分鐘。
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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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幣 32 元/成人
新幣 32 元/小童
約 4 小時
(包括交通用時)
不含餐
不含導賞服務

成團人數：35 人
備註:車票只限船上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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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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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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