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世界夢號」岸上遊覽團
航程:
香港/廣州南沙–馬尼拉–蘇碧灣–廣州南沙/香港
香港/廣州南沙–馬尼拉–廣州南沙/香港
適用出發航次: 2019年12月29日 至 2020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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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菲律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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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以下行程特色，備註及活動級別的說明，挑選最適合您的遊覽團，與親朋好友探索
目的地。
行程特色

備註

用餐安排(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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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樂(行程適合所有年齡的賓客參加)

賓客需乘坐接駁船往返郵輪及岸上參加遊覽

體能活動强度
 中等

 較強

 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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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穿著舒適防滑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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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沛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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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2

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馬尼拉
World Dream
馬尼拉歷史悠久，於 16 世紀已是著名商港，現是一座風光綺麗的熱帶花園城市。現代化的宏偉建築與古色古
香的文化遺蹟相互辉映，構成一幅独特的城市景觀，使城市充滿生機和活力。穿梭在首都馬尼拉的大街小巷，
體驗菲律賓的獨特魅力：拜訪古老而恢宏的教堂，品嘗自家種植的新鮮水果；這裡有當地特色的街頭小店，
亦有高端華貴的購物商城；在阿雅拉博物館感受厚重的歷史，於塔阿爾火山見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私人訂制 - 感受馬尼拉文化魅力 (WDMNL80)

普通話或
英語導遊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

-

私人定制

最長 7 小時

收費視具體要求而定
備註

想要探索馬尼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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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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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城市精華遊 (WDMNL01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港幣 470 /成人
港幣 45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菲律
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外觀拍照)】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
殿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的主教座堂，1981 年被封為宗座聖
殿。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
聖殿主教座堂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聖地亞哥古堡】城堡是王城最古老的工事之一，曾是西班牙人在馬
尼拉的主要防禦地，在二次大戰中被毀壞，經過重建後現在成為熱門
旅遊景點。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立
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王城區 Intramuros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際
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黎剎公園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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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歷史風情游及購物 (WDMNL02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港幣 470 /成人
港幣 45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菲律
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立
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聖奧古斯丁教堂

 【聖奧古斯丁教堂 (外觀拍照)】及【卡撒馬尼拉博物館(外觀拍照)】
聖奧古斯丁教堂是菲律賓最古老的石造教堂，1993 年被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卡撒馬尼拉博物館始建於 1981 年，館內展示了不同時期菲
律賓的建築風格和生活方式。
 【菲華歷史博物館】博物館記錄了千百年來菲律賓華人的生活、貢獻
與歷史。展館不但展示著史前古器具和硬幣、珍貴的印刷品及照片，
更多令人注目的是各種用樹脂製作的模型，栩栩如生地展現了華人當
年的生活情景等。菲律賓的藝術、文化中處處體現了東西方文化交
融，要瞭解中菲交往史，您又怎可以錯過菲華歷史博物館!

王城區 Intramuros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際
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菲華歷史博物館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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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唐人街之旅 (WDMNL04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港幣 780 /成人
港幣 76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位於馬尼拉市內的老城區岷倫洛(或叫賓南)，是全世界最早建立的華埠或
唐人街，您可欣賞到融合東西方文化及各種殖民地風格的建築。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
菲律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
立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馬尼拉唐人街(岷倫洛區)】漫步在馬尼拉最古老的地區和歷史中
心——岷倫洛區，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唐人街。這裡有琳瑯滿
目的中餐廳、酒樓、雜貨店、糕點店、咖啡店和旅館，更有機會欣
賞附近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式建築。



【聖塞瓦斯蒂安教堂】於 1891 年建成。它是亞洲唯一的全鋼結構
教堂，也是全球唯一的鋼造預製教堂。鋼筋部分由比利時製造，彩
色玻璃則於法國打造而成，白色外觀十分華麗。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
際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
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黎剎公園

聖塞瓦斯蒂安教堂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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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台美景之旅 (WDMNL05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港幣 780 /成人
港幣 76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在馬尼拉市區近郊的大雅台，活火山和火山湖構成了當地獨特的自然景
觀。塔爾火山是世界上最小的湖中火山，站在大雅台的至高點，可以俯瞰
塔爾火山和火山湖的美麗風光，欣賞「湖中有山、山中有湖」的醉人美
景。

塔爾火山及塔爾湖(遠觀)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
菲律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竹風琴教堂】在 Las Pinas 教堂裏保存有馳名世界的古老竹制風
琴。據說這架管風琴為 150 年前修道院的僧侶所製造，至今仍然
可以發出優美琴聲。



【吉普尼車廠】菲律賓人利用二次大戰後美軍留下的越野車加以改
裝成後打造出吉普尼(Jeepney): 為吉普車接上長長的車身並在車身
上繪上五彩繽紛的圖案，在車廠您可以看到這些極具個性的交通工
具的誕生過程!



【塔爾火山(遠觀)】及【塔爾湖(遠觀)】塔爾火山被譽為「菲律賓
最美的火山」，於當地大雅台塔爾觀景酒店享受當地美食，在酒店
位於海拔 2,700 英尺的高地上可欣賞到火山及火山湖美景。



【馬尼拉羅賓遜廣場】廣場位於馬尼拉城市的心臟地帶，內有多間
當地和國際零售商店，餐飲店，娛樂設施和服務中心，是馬尼拉的
購物熱點。自由享用地道美食及盡情購物吧!

溫馨提示:
-

由碼頭至大雅台車程時間約 2 小時(單程) 。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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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海洋公園之旅 (WDMNL06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馬尼拉海洋公園

港幣 830 /成人
港幣 81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
菲律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
立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馬尼拉海洋公園】海洋生物品種多達 5,000 種，這些美麗的海底
生物，讓人目不暇接的同時又讓人耳目一新。在水族館觀察它們，
或走進海底隧道之中，身臨其境地感受接近海底的奇妙之旅!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
際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
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黎剎公園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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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精選之旅 (WDMNL07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港幣 830 /成人
港幣 81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菲律
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外觀拍照)】它是天主教馬尼拉總
教區的主教座堂，1981 年被封為宗座聖殿。
王城區 Intramuros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聖地亞哥花園】聖地亞哥花園位於古城的西南角，花園中有一個古
城堡壘，堡壘是由 3 個同心圓組成，用作軍事結構來抵禦侵略者。花
園還保留著古時的建築特色，散發著西班牙的優雅氣息。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
聖殿主教座堂

 【馬尼拉酒店】在建於 1909 年，是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高級酒店享用
午餐，酒店擁有一百多年歷史沉澱，是馬尼拉地標性建築。在 1935 年
至 1941 年間曾作爲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住所，並且有很多名人
曾入住於此，包括已故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著名作家海明威和曾
被推崇為「流行音樂之王」的邁克爾·杰克遜等。
 【聖地亞哥古堡】城堡是王城最古老的工事之一，曾是西班牙人在馬
尼拉的主要防禦地，在二次大戰中被毀壞，經過重建後現在成為熱門
旅遊景點。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際
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聖地亞哥花園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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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經典時尚遊 (WDMNL08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港幣 470 /成人
港幣 45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6.5 小時

35 人

-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 、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菲律
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外觀拍照)】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
殿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的主教座堂，1981 年被封為宗座聖
殿。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
聖殿主教座堂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聖地亞哥古堡】城堡是王城最古老的工事之一，曾是西班牙人在馬
尼拉的主要防禦地，在二次大戰中被毀壞，經過重建後現在成為熱門
旅遊景點。

馬尼拉雲頂世界
Resort World Manila

 【馬尼拉雲頂世界 Resort World Manila】馬尼拉雲頂世界結合了馬
來西亞雲頂世界和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成功背後的綜合渡假勝地概
念，再結合高端住宿品牌、高級餐廳、娛樂設施、娛樂場所和豪華購
物中心於一體，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只要出示星夢郵
輪房卡，您就可於雲頂世界內的美星餐廳(Maxims Café) 、Silogue 餐
廳、維多利亞港餐廳(Victoria Harbor Café) 、Franks 餐廳及銀座日韓
餐廳(Ginzadon）享用高達 30% 的折扣優惠，您又怎可以錯過這場世界
美食之旅啊!

溫馨提示:凡賓客註冊成為馬尼拉雲頂世界會員(需帶同護照複印本辦理會員登記手續)，即享高達 300 老虎機積分。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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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深度遊 (WDMNL09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港幣 830 /成人
港幣 81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穎泉酒廠博物館

 【穎泉酒廠博物館 Destileria Limtuaco Museum】創辦於 1852 年，
它是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釀酒廠，來自中國厦門的創辦人研發了以補
充體力聞名的藥酒，166 年來一直釀製不少贏取國際獎項的酒品，於這
裏參觀，您可以了解更多這個菲華家族背後的頑强與活力，當然少不
了品味特色酒品!
 【車遊馬尼拉市】乘坐旅遊巴士沿途欣賞市內風光及著名景點，如羅
哈斯落日大道(Roxas Boulevard)、椰子宮( Coconut Palace) 及菲律
賓文化中心(Cultural Center)等。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建於 1901 年的國家博物館，原本是菲律賓的中
央銀行大樓，這裡擁有从 17 世纪起菲律宾人民的文化和历史珍藏，
有藝術、植物、動物、地質、人類學等各種豐富展品，其中不可錯過
的是 1600 年的一艘西班牙帆船於馬尼拉灣的海岸沉沒的殘骸。

菲律賓國家博物館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際
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立
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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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直升機空中觀景之旅 (WDMNL10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5 小時

4人

港幣 1,980 /成人
港幣 1,980 /小童
備註

 【直升機空中觀景體驗（約 15 分鐘）】馬尼拉是菲律賓的首都，西班
牙殖民建築和現代摩天大樓完美融合，乘直升機半空環遊大都會，絕
對是您不可錯過享受馬尼拉大都會的美麗景致的體驗! 在起飛前，到
貴賓休息室參與安全說明、享用設施及免費香檳一杯，然後登上直升
機，直奔高空，迎接這次無與倫比的直升機接載體驗，享受舒適安全
的絕妙旅程!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外觀拍照)】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
殿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的主教座堂，1981 年被封為宗座聖
殿。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立
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SM Mall of Asia】商場有超過 600 間不同種類的商店，除了國際
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目不暇給。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直升機空中觀景之旅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
聖殿主教座堂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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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遇見「威尼斯」之旅 (WDMNL11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港幣 830 /成人
港幣 81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5 小時

35 人

-

 【威尼斯貢多拉船遊(約 15 分鐘)】被稱為馬尼拉最美約會地，一起來
浪漫邂逅小意大利吧!您能想像在馬尼拉都能體驗在威尼斯旅遊的感覺
嗎？ 乘坐威尼斯城的特色交通工具—貢多拉遊走於威尼斯大運河購物
中心（Venice Grand Canal Mall），整個商圈就像是縮小版的歐洲小
鎮，置身其中，仿佛行走在威尼斯水城之中，航行期間船伕會唱著美
妙的歌曲，滿足你對「小意大利」的一切想像!下船後，您可在此暢享
地道美食及盡情購物。
威尼斯貢多拉船遊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殿主教座堂(外觀拍照)】馬尼拉聖母無原罪聖
殿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的主教座堂，1981 年被封為宗座聖
殿。
 【聖地亞哥古堡】城堡是王城最古老的工事之一，曾是西班牙人在馬
尼拉的主要防禦地，在二次大戰中被毀壞，經過重建後現在成為熱門
旅遊景點。

馬尼拉聖母無原罪
聖殿主教座堂

 【王城區 Intramuros】Intramuros 在拉丁文裡是「在牆內」的意思。
雖然許多教堂和宮殿在戰爭及革命中遭到摧毀，但王城區仍散發出殖
民時期的巴洛克風情。
 【黎剎公園】黎剎公園位於市中心，公園中央豎立著領導菲律賓獨立
運動的英雄荷西•黎剎的銅像，園內環境清幽，設計雅致。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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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勝灘之旅 (WDMNL21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9.5 小時

35 人

港幣 980 /成人
港幣 960 /小童
備註

 【百勝灘】位於馬尼拉東南部 105 公里處，爲世界級聞名的景點之
一。百勝灘瀑布落差有 100 米，以刺激驚險的泛舟(Canoe)體驗聞名。
泛舟河上，會欣賞到由岩壁和熱帶樹木所形成的溪谷美景。在折返點
的百勝灘瀑布，水量極其充沛，乘坐木筏穿過瀑布，感受奔流直下的
瀑布那千軍萬馬般的衝擊力。

百勝灘瀑布

木筏穿梭瀑布
溫馨提示:
-

-

由碼頭至百胜滩瀑布車程時間約 3 小時(單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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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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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此岸上遊覽團不適用於 2020 年 2 月 9 日出發航次。

馬尼拉市往返巴士服務 (WDMNL99NM)

港幣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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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約 4 小時

35 人

-

往返巴士服務(不含導賞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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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中心的馬尼拉羅賓遜廣場。單程時間約為 30 分鐘。請留意回船時限，合理安排遊
覽行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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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碧灣
World Dream
緊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蘇碧灣(Subic)，橫跨山麓和海洋相擁，充滿熱帶叢林景觀與浪漫海洋風情，這裏碧
海藍天的自然景致和優閒的海港城市氛圍，一直備受遊客青睞。傳說 SUBIC 名稱的由來，是因最早期外國人
出訪來此時，對蘇碧灣港灣的雄偉形勢的讚歎(SO BIG)而有 SUBIC 的名稱。與蘇碧灣隔一座皮納杜波
(Pinatubo)火山之隔，曾是美國空軍基地的克拉克(Clark)，距蘇碧灣約 1 小時車程。來開啓一場深度的蘇碧
灣與克拉克美景巡禮吧!

私人訂制 - 感受蘇碧灣豐富色彩 (WDSFS80)

普通話或
英語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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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小時

-

想要探索蘇碧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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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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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碧灣海洋公園精華遊 (WDSFS01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 小時

35 人

港幣 650 /成人
港幣 630 /小童
備註

 【車遊蘇碧灣】途經 APEC 別墅群、紀念碑群(光復之子、母國紀念
碑、地獄船紀念碑)及西班牙水門，沿途欣賞蘇碧灣景色。1996 年
APEC 高峰會議在蘇碧灣舉行，這裏的 21 套別墅是為當時在出席 APEC
峰會的 18 國領袖和菲律賓政府要員聚首開會準備的別墅區，具有歷史
性的意義; 紀念碑群分別象徵菲律賓人民奮發精神、紀念 12 位省議員
力爭蘇碧灣脫離美國管轄的事蹟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
 【蘇碧灣海灣(短暫停留拍照)】您可欣賞蘇碧灣美麗的海灣風景。
蘇碧灣海洋公園海豚表演

蘇碧灣海灣風景

 【蘇碧灣海洋公園】園區占地 1 萬 2000 平方公尺，海面面積 8000 平
方公尺，規劃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表演秀，除了擁有海洋生物館外，
園區內並設有可觀看海豚表演的「艦長電影院」、可觀看海獅表演的
「海獅電影院」、可以親近海豚的「邂逅小海灣」、以及觀賞菲律賓
海洋生物的「發現水族館」﹔並設有學習中心、動物保育診療室、動
物營養中心、海洋寶庫禮品商店、海灣咖啡館與海獅館等等。
 【SM City Olongapo Central】區內新落成的大型購物商場，場內有
多間國際品牌商店、特色餐廳與本土小店，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
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蘇碧灣野生動物園冒險之旅 (WDSFS02N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普通話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5.5 小時

35 人

港幣 650 /成人
港幣 630 /小童
備註

 【車遊蘇碧灣】途經 APEC 別墅群、紀念碑群(光復之子、母國紀念
碑、地獄船紀念碑)及西班牙水門，沿途欣賞蘇碧灣景色。1996 年
APEC 高峰會議在蘇碧灣舉行，這裏的 21 套別墅是為當時在出席 APEC
峰會的 18 國領袖和菲律賓政府要員聚首開會準備的別墅區，具有歷史
性的意義; 紀念碑群分別象徵菲律賓人民奮發精神、紀念 12 位省議員
力爭蘇碧灣脫離美國管轄的事蹟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
 【蘇碧灣海灣(短暫停留拍照)】您可欣賞蘇碧灣的美麗灣景。
野生動物園-老虎餵食秀

 【Zoobic Safari 野生動物園及老虎餵食秀】在 Zoobic Safari 野生動物
園享受妙趣橫生的心跳體驗，近距離接觸森林之王和凶猛的鰐魚! 園
內著名的 32 只老虎，是由原本 10 只繁殖至今，以印度和西伯利亞品
種老虎爲主，另有鰐魚區、蛇區及駝鳥區。乘坐菲律賓最具有特色的
交通工具 Jeepney 改裝而成的籠車，體驗刺激的老虎餵食秀，張開血
盆大口進食的老虎與您只有一道鐵網之隔，畫面非常震撼。
 【AETA 菲律賓矮黑人表演】欣賞菲律賓當地原住民 AETA 族(矮黑族)
帶來的原住民舞蹈和他們的服裝。

蘇碧灣海灣風景

 【SM City Olongapo Central】區內新落成的大型購物商場，場內有
多間國際品牌商店、特色餐廳與本土小店，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
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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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蘇碧灣水上精彩玩樂 (WDSFS03W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7 小時

35 人

港幣 700 /成人
港幣 670 /小童
備註

來到蘇碧灣怎能不體驗刺激好玩的水上活動呢？您在這裏可以暢玩水上拖
拽傘、香蕉船，盡情享受被拖曳在水上的速度所給的刺激!
 【Networx Jetsports 水上活動】Networx Jetsports 是蘇碧灣著名的
水上活動中心，提供多項刺激有趣的水上活動，讓您盡情享受大海的
樂趣! 抵達後，您可免費暢玩以下其中一項活動 (共乘形式)：

水上精彩玩樂

o

Band Wagon 艇

o
o
o

水上 UFO 水艇
水上龍舟
香蕉船

o

您可自費參加各項水上活動，如噴射滑板、拖曳傘、滑水板, 獨
木舟、水上摩托車。

 【車遊蘇碧灣】途經 APEC 別墅群、紀念碑群(光復之子、母國紀念
碑、地獄船紀念碑)及西班牙水門，沿途欣賞蘇碧灣景色。1996 年
APEC 高峰會議在蘇碧灣舉行，這裏的 21 套別墅是為當時在出席 APEC
峰會的 18 國領袖和菲律賓政府要員聚首開會準備的別墅區，具有歷史
性的意義; 紀念碑群分別象徵菲律賓人民奮發精神、紀念 12 位省議員
力爭蘇碧灣脫離美國管轄的事蹟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
 【SM City Olongapo Central】區內新落成的大型購物商場，場內有
多間國際品牌商店、特色餐廳與本土小店，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
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溫馨提示:
免費活動均以先到先得的形式於現場報名，名額需視當時情況而定並不接受提前預約。
18 週歲或以下需要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方可報名參加。65 歲或以上賓客不建議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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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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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Inflatable Island 水上遊樂場之旅 (WDSFS04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程度

-



行程特色

普通話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 小時

35 人

港幣 650 /成人
港幣 630 /小童
備註

 【車遊蘇碧灣】途經 APEC 別墅群、紀念碑群(光復之子、母國紀念
碑、地獄船紀念碑)及西班牙水門，沿途欣賞蘇碧灣景色。1996 年
APEC 高峰會議在蘇碧灣舉行，這裏的 21 套別墅是為當時在出席 APEC
峰會的 18 國領袖和菲律賓政府要員聚首開會準備的別墅區，具有歷
史性的意義; 紀念碑群分別象徵菲律賓人民奮發精神、紀念 12 位省
議員力爭蘇碧灣脫離美國管轄的事蹟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
 【蘇碧灣海灣(短暫停留拍照)】您可欣賞蘇碧灣的美麗灣景。
 【Inflatable Island(逗留時間 3 小時)】充氣島是一座水上遊樂場，
占地 3,400 平方公尺，相當於 8 個籃球場大小。遊樂場內設有充氣滑
道、鞦韆、蹦床等各種遊樂設施，在這裡盡情感受刺激! 您更可以
在新開幕的獨角獸島上騎上獨角獸，踏上彩虹充氣橋，難以抗拒的神
奇體驗，大人小孩都一定樂而忘返!
 【SM City Olongapo Central】區內新落成的大型購物商場，場內
有多間國際品牌商店、特色餐廳與本土小店，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
食，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Inflatable Island 水上探險樂園
溫馨提示:
- 最低年齡要求：2 週歲或以上，12 週歲以下需要父母或監護人陪同方可報名參加。
- 基於安全理由，身高 100 厘米以下賓客不建議報名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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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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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時，賓客的衣服可能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
服及鞋。
- 活動範圍有更衣室、廁所和淋浴等設施。
- 團隊行程會根據天氣情況和海上風浪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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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克拉克精華遊 (WDSFS05NM)

普通話導遊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程度

-



行程特色

港幣 670 /成人
港幣 650 /小童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備註

約 7 小時

35 人

-

 【空軍都市公園(短暫停留拍照)】公園將被淘汰的軍用機種變身為免
費的遊樂設施。公園展示區的飛機，有戰鬥機、直昇機、運輸機等難
得一見的大型飛機，見證了克拉克的美軍基地的歷史。
 【斯德森伯格城堡 Fort Stotsenburg (短暫停留拍照)】斯德森伯格城
堡的名字源於美國的陸軍上校，這裡被譽為“閱兵場”，曾經是重要
慶祝活動的舉辦地。
空軍都市公園

 【克拉克博物館】博物館介紹克拉克空軍基地的發展過程，展示了這
裡如何從百年前一個美軍騎兵隊駐紮地，變成後來美軍重要基地的發
展史。管內還有圖片和文物的生動展示，以及介紹這裡最後轉型為克
拉克自由港區與商業休閒娛樂區的過程，帶您走進克拉克的演變史。
 【SM City Clark】商場集兒童樂園、異國料理、百貨公司、精品商
店、超市、電影院於一身，除了國際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
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眼花撩亂。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克拉克博物館
溫馨提示:
-

由碼頭至克拉克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18 / 22

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菲」一般旅程 - 普寧溫泉精華遊 (WDSFS06W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程度


行程特色

普通話導遊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9 小時

35 人, 最多 120 人

港幣 1,280 /成人
港幣 1,260 /小童
備註

 【普寧溫泉】千島之國菲律賓擁有多座火山，其中位處克拉克的皮納
圖博火山（Mount Pinatubo），爆發後山林溢出熱騰騰泉水。沿著火山
泥流覆蓋的山麓旁的沙克比亞河床行駛， 到達隱藏於群山之之中的普
寧溫泉。您將在位於山上的花園餐廳享用地道菲律賓午餐。

 【四驅越野吉普車飛馳體驗】乘坐當地特色的四驅水陸兩用越野吉普
車(約 5 至 6 人一車)，前往地勢陡峭的皮亞娜火山區，帶大家游覽獨
有的火山地貌，沿途或有機會看到當地可愛的土著居民啊！
普寧溫泉體驗

 【特色熱沙浴(15 分鐘體驗)】這裏呈灰白色的沙粒全部來自附近的皮
納圖博火山（Mount Pinatubo），沙粒幼細，躺在沙堆中讓火山沙鋪蓋
全身有助改善血液循環，舒緩關節疼痛。
 【野外溫泉浸浴體驗】全部依山而建的 15 個露天溫泉及冷泉，在此浸
浴，四周盡是遼闊山巒，配上藍天白雲，感覺叫人豁然開朗。溫泉浴
池的溫度由攝氏四十度至七十度不等，水溫更會按浴池高度遞增，位
處愈高，水溫也愈熱，喜歡浸浴的您不要錯過啊!

特色熱沙浴體驗

 【SM City Clark】商場集兒童樂園、異國料理、百貨公司、精品商
店、超市、電影院於一身，除了國際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
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眼花撩亂。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四驅越野吉普車飛馳體驗
溫馨提示:
- 由碼頭至普寧溫泉車程時間約 1.5 小時(單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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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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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時，賓客的衣服可能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
服及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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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港幣 1,380 /成人
港幣 1,360 /小童

蘇碧灣親親海豚遊 (WDSFS07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强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6.5 小時

6 人, 限額 8 名

備註

 【與海豚共游體驗(約 20 分鐘)】海豚是人類最友善的海中哺乳動物，
想近距離與海豚接觸嗎?除了可以看著海豚露出尖尖的背鰭一拱一拱的
游到身旁撒嬌，張著圓圓無辜的眼睛與嬰兒般的叫聲，活潑、可愛的
模樣，您還可以跟海豚一起徜徉在水中，面對面接觸的每一瞬間都會
留下美好的記憶。

與海豚共游體驗

蘇碧灣海灣風景

 【蘇碧灣海洋公園】園區占地 1 萬 2000 平方公尺，海面面積 8000 平
方公尺，規劃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表演秀，除了擁有海洋生物館外，
園區內並設有可觀看海豚表演的「艦長電影院」、可觀看海獅表演的
「海獅電影院」、可以親近海豚的「邂逅小海灣」、以及觀賞菲律賓
海洋生物的「發現水族館」﹔並設有學習中心、動物保育診療室、動
物營養中心、海洋寶庫禮品商店、海灣咖啡館與海獅館等等，賓客可
自費參加與海豚互動體驗。
 【車遊蘇碧灣】途經 APEC 別墅群、紀念碑群(光復之子、母國紀念
碑、地獄船紀念碑)及西班牙水門，沿途欣賞蘇碧灣景色。1996 年
APEC 高峰會議在蘇碧灣舉行，這裏的 21 套別墅是為當時在出席 APEC
峰會的 18 國領袖和菲律賓政府要員聚首開會準備的別墅區，具有歷史
性的意義; 紀念碑群分別象徵菲律賓人民奮發精神、紀念 12 位省議員
力爭蘇碧灣脫離美國管轄的事蹟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
 【蘇碧灣海灣(短暫停留拍照)】您可欣賞蘇碧灣美麗的海灣風景。
 【SM City Olongapo Central】區內新落成的大型購物商場，場內有
多間國際品牌商店、特色餐廳與本土小店，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
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溫馨提示:
- 最低年齡要求：8 週歲或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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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泳衣、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
及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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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港幣 780 /成人
港幣 760 /小童

Aqua Planet 克拉克水世界之旅 (WDSFS08NM)

World Dream
餐食安排

體能活動程度

-



行程特色

行程時間*

成團人數

約 8 小時

35 人

備註

 【空軍都市公園(短暫停留拍照)】公園將被淘汰的軍用機種變身為免
費的遊樂設施。公園展示區的飛機，有戰鬥機、直昇機、運輸機等難
得一見的大型飛機，見證了克拉克的美軍基地的歷史。
 【克拉克博物館】博物館介紹克拉克空軍基地的發展過程，展示了這
裡如何從百年前一個美軍騎兵隊駐紮地，變成後來美軍重要基地的發
展史。管內還有圖片和文物的生動展示，以及介紹這裡最後轉型為克
拉克自由港區與商業休閒娛樂區的過程，帶您走進克拉克的演變史。
 【Aqua Planet 克拉克水世界(逗留時間約 3 小時)】占地 10 萬平方
米，這是菲律賓最新最現代化的水上主題公園，擁有超過 25 個游樂設
施，10 種多樣組合的滑道、大海嘯、漂流河、模擬衝浪區等刺激有趣
的水上項目，適合各個年齡段的賓客盡情暢玩，您又怎可以錯過這個
世界級的水上公園! Aqua Planet 還提供 8 個主題餐廳和購物區，您可
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Aqua Planet

 【SM City Clark】商場集兒童樂園、異國料理、百貨公司、精品商
店、超市、電影院於一身，除了國際品牌外還有不少菲律賓本土手工
藝和特色小吃，令人眼花撩亂。您可在此暢享地道美食，盡情購物。

溫馨提示:
- 由碼頭至克拉克車程時間約 1 小時(單程)。
- 部分遊樂設施要求賓客須符合特定身高或以上方可體驗。基於安全理由，身高 122 厘米以下賓客只可享用以下遊樂設施: Kiddie
area 小童玩樂區, Wave river 波浪滑道及 Wave Pool 波浪池.
- 租用儲物櫃費用為 PHP 200/ 每個，費用需現付(由客人自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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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岸上遊覽團不建議以下健康狀態的賓客參加: 懷孕; 近期曾接受手術;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頸部、背部、膝蓋及/或
肩部曾損傷;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
- 參加此岸上遊覽團的賓客衣服會被濺濕，建議帶備毛巾、額外衣物、太陽帽、太陽眼鏡及防曬用品，穿著輕便舒適的衣服及鞋。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21 / 22

適用於「世界夢號」菲律賓航次 2020 年 1 月 7 日更新

岸上遊覽團注意事項
World Dream
1. 岸上遊覽團以港幣計費。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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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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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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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程時間包括交通用時，作為大約預計需時時間供參考。岸上遊覽團行程次序可能有所更改，一切以船上公佈為準。
* 行程圖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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