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探索梦号」转港航次 2019 年 1 月 8 日更新

「探索梦号」岸上游览团 – 新加坡
航程: 上海–香港–芽庄–胡志明市–新加坡–雅加达–巴厘岛–达尔文–凯恩斯–格拉德斯通–悉尼
适用出发航次: 2019年10月6日 至 2019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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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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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普通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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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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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乐(行程适合所有年龄的宾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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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自身身体状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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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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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0900 - 1900 
World Dream

新加坡有许多迷人的景点，从探索城市的新奇奇特色到体验文化艺术，再到回味宏伟的殖民建筑物，每个景
点都让人流连忘返。新加坡还确有多姿多彩的多元种族与文化。正是这样充满活力的融合，让新加坡社会独
具特色,在城市内穿越,感觉就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般,更造就多样化的餐饮美食,汇粹东西方古今传
统的可口美食,满足不同饕客的味蕾。

新加坡城市游 (EDSIN01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普通话导游

行程特色

港币 450 /成人
港币 40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7 小时

35 人

-

 【鱼尾狮】鱼尾狮公园一睹这座传奇雕像的风采。鱼尾狮雕像高 8.6
米，重 70 吨，口中源源不绝地喷出水柱。鱼身，象征着新加坡从小渔
村谦卑起步，狮头，则代表了新加坡最早期的名称，意指「狮城」。
魚尾獅是一定要朝聖的地標，全岛经批准的鱼尾狮雕像共有七座，以
鱼尾狮公园的这座最原始的鱼尾狮雕像及一旁的小鱼尾狮雕像最为出
名。
鱼尾狮像

 【天福宫】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天福宫，于 1839 年建成，是早期的华
人移民为感谢女海神妈祖保佑出海平安顺利海而兴建，天福宫建筑设
计彰显中国南方的传统建筑风格。雕梁画栋、龙凤神灵雕像和屋脊上
的彩色碎陶瓷装饰均为福建的装饰风格，十分醒目。
 【牛车水】牛车水原是新加坡华人移民聚居的地方；而今，历史悠久
的寺庙、老字号中药铺，与新潮酒吧和生活时尚店铺交错而立，尽颢
新旧交融并存的独特风味。这里也是大量搜购特色手信的好地方!

牛车水

 【马里安曼庙】建於 1873 年的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庙是吉隆坡最古老的
兴都庙，整体建筑反映出印度南部的建筑风格。其令人印象深刻的
23.5 英尺高的 gopuram（入口大门）为主。这是一座高耸的四层塔
楼，有 38 个色彩鲜艳的士兵雕塑，印度教神灵，女神和花卉装饰。

甘榜格南的苏丹清真寺

 【甘榜格南】甘榜格南是新加坡穆斯林的聚居区，这里是感受马来文
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好地方，有着美轮美奂的建筑、异国情调的商店和
可口精致的美食。
 【小印度】小印度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印度人小区，这个历史悠久、喧
嚣繁华的小区不单展现生机勃勃的文化，还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供选
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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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适用于「探索梦号」转港航次 2019 年 1 月 8 日更新

新加坡美景精华游 (EDSIN02NM)

普通话导游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行程特色

港币 690 /成人
港币 64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4 小时

35 人

-

 【滨海湾花园】占地 101 公顷的滨海湾花园，培植着 38 万株来自世
界不同地域的稀有奇花异卉，花园由三个各具特色园区组成打造令人
摒息的滨湾美景。置身于载誉世界的滨海湾花园园艺巨作之中，为璀
璨的滨海美景而惊艳着迷。

滨海湾花园

 【滨海湾金沙空中花园】造访耸立于 57 层楼高的城市心脏－金沙空
中花园高空观景台，自高空远眺滨海湾、世界级城市地景、令人赞叹
的擎天树丛以及海湾畔色彩闪耀的花园等美景。从滨海湾南侧码头一
路延伸到新加坡海峡，您能看见建构起新加坡多元文化历史的繁忙海
运线道，将新加坡所有美景尽收眼底!
 【水上怀旧木船之旅(约 40 分钟)】记载新加坡历史的新加坡河，无庸
置疑是必游的旅游景点之一！搭乘新加坡怀旧木船，沿途欣赏滨海湾
区的莱佛士雕像、鱼尾狮、滨海艺术中心、金沙等知名景点，从水路
一览新加坡文化历史，别有一番风味！

滨海湾金沙空中花园

深度文化之旅 (EDSIN03NM)
餐食安排

体能活动强度

-



普通话导游

行程特色

港币 660 /成人
港币 610 /小童

行程时间*

成团人数

备注

约 4 小时

35 人

-

 【新加坡空中缆车(单程)】圣淘沙名胜世界度假村聚集了新加坡的知名
景点，搭乘空中缆车，把这个「花园城市」美称的新加坡。360 度玻璃
车窗让周围圣淘沙岛全景一览无遗，让你犹如遨游天际，一览高空明
媚风光，包括圣淘沙岛上的环球影城、水上探险乐园等知名景点以及
新加坡港湾的湛蓝海水。
新加坡空中缆车

 【蝴蝶公园】蝴蝶公园模仿蝴蝶生活的自然环境而造，园内有 100 种
共 15,000 多棵植物，有 120 多种蝴蝶，漫游在公园中，欣赏色彩斑斓
的蝴蝶和美丽的园林景致!
 【新加坡万象馆】走进万象馆的时光隧道，回到 14 世纪的新加坡，了
解在莱佛士爵士领导下的新加坡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其中展示了新加
坡不同民族，包括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土生华人的风俗习惯。

S.E.A.海洋馆

 【S.E.A.海洋馆】踏足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馆－，体验与超过 200 只鲨
鱼仅一墙之隔的触目惊心，汇集了超过 800 种海洋生物，其中包括雄
伟的鬼蝠魟、伊氏石斑鱼、路氏双髻鲨等庞然生物。10 大主题区让你
轻松认识全球不同气候的海洋生态，发掘海底王国蓝色奇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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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上游览团注意事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岸上游览团以港币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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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刊物所列信息在送印时皆为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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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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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