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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4 夜  棉兰  多峇湖 – 诗马嶺游 

1 夜不拉八, 2 夜 诗马嶺, 1 夜 棉兰 

旅游编号 WW03-PTM 

第一天 ：棉兰 --- 网眼海 --- 不拉八（含午、晚餐） 

抵达棉兰瓜拉南穆机场后，当地导游接机。然后，前往网眼海。在网眼海用午餐。午餐后，

开往不拉八，一个位于多峇湖边，因自然美观而闻名的旅游小镇。途中，停留在 Paten 购

物当地特产，如 Teng Teng 或 Ting Ting。抵达不拉八后，入住酒店。在酒店用晚餐。 

 

第二天 ：不拉八 --- 沙莫西 --- 不拉八 --- 诗马嶺度假村（含早、午、晚餐） 

在酒店用完早餐后，乘船往沙莫西岛（大约 45 分钟），参观多莫克村闻名的西塔布达尔土

王的石棺，再参观安峇里达村闻名的石椅（最少需有 11 位组成一团，另加费用 20 元/位）。

参观后，往回不拉八，在当地餐馆用午餐。用完午餐后，开往诗马嶺。途中，停留在

Simarjarunjung 品尝当地姜茶和炸香蕉，参观多峇湖北边高达 110 米的西比梭比梭瀑布美

景。参观后，继续前往诗马嶺度假村，入住酒店。在酒店用晚餐。 

 
 

第三天 ：诗马嶺（含早、午、晚餐） 

清晨，前往 One Hill 观看日出，旅客们也可欣赏到多峇湖的美景。观看后，往回度假村用

早餐。用完早餐后，自由活动。晚上，旅客们可享用火锅为晚餐。 

 
 

第四天 ：诗马嶺 --- 棉兰（含早、午、晚餐） 

早餐后，退房，开往棉兰。途中，停留在马达山水果市场。接着，参观 Taman Alam 

Lumbini。参观后，在当地餐馆用午餐。午餐后，继续开往棉兰。抵达棉兰后，参观安奈

佛郎卡尼教堂（世界上第二大最典型的教堂），再参观苏丹日里麥汶皇宫及棉兰大清真寺。

麥汶皇宫建于 1888 年，而大清真寺于 1906 年由日里苏丹兴工。接着，继续参观张亚辉故

居（张亚辉与日里苏丹及荷兰殖民政府官员具有友好的关系）、荷兰古建筑、市政厅、提

尔塔纳迪水塔。在当地商店购物特产，如：榴莲糕、海绵糕、黄金糕等。晚上，在当地参

观用晚餐，入住酒店。 

 

第五天 ：棉兰 --- 瓜拉南穆机场（含早餐） 

在酒店用早餐后，自由活动。接着，退房，前往机场。旅途结束。祝旅客们一路平安 

 

 

 

 

******祝您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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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马嶺度假村活动 

旅客们活动 (免费) 

 在独树山观看日出  05.30 – 6.30 

 越野    新路线       : 09.00 am (Mon/Tue/Thu/Sun) 

       14.00 pm (Wed/Fri/Sat/Sun) 

     湖景           :  09.00 am (Wed/Fri/Sat) 

               14.00 pm (Mon/Tue/Thu/Sun) 

 篝火    20.30 pm (daily) 

 9 洞高尔夫   10.00 am (Mon/Tue/Wed/Sun) 

16.00 pm (Mon/Tue/Thu/Sat) 

 农家游   10.30 am (Tue/Thu/Sat) 

15.30 pm (Mon/Wed/Fri/Sun) 

 品尝咖啡   08.30 am (Mon/Tue/Wed) 

 品尝红茶   08.30 am (2nd & 4th week) 

品尝绿茶   08.30 am (1st & 3rd week) 

 Lost in Labyrinth  09.00 – 17.00 (daily) 

 体验农民生活  09.30 (Mon/Wed/Fri/Sun) 

15.30 (Tue/Thu/Sat) 

 

其他活动 (另加付费) : 

 Outward Bound  09.00 – 17.00 (daily) 

 越野自行车   09.00 – 12.00 am 

14.00 – 17.00 pm 

 射箭    10.00 / 11.15 / 13.30 / 14.45 / 16.00 

 Green fingers   10.30 (Wed/Fri/Sun) 

15.00 (Tue/Thu/Sat) 

 插花    11.30 am (Wed/Fri/Sat) 

16.00 pm (Tue/Thu/Sat) 

 钓鱼    09.00 am (Mon/Tue) 

15.30 pm (Mon/Tue/Thu/Sat) 

 治疗之触   09.00 – 20.00 (daily) 

 

儿童活动： 

 骑小马   10.30 – 12.00 pm (Wed/Tue/Fri/Sat/Sun) 

15.00 – 16.30 pm (Fri/Sat/Sun) 

 儿童高尔夫   10.00 am (Mon/Tue/Wed/Sun) 

16.00 pm (Mon/Tue/Thu/Sat) 

 比萨制作班   10.30 am (Sat/Sun) 

16.00 pm (Mon/Tue/Wed/Thu/Fri) 

 果汁制作班   11.00 am (Tue/Thu/Sat) 

14.00 pm (Mon/Wed/Fri/Sun) 

 自然艺术   10.30 am / 15.00 pm (daily) 

 

Note :  

 活动日程将根据天气和活动场地的情况随时会有变化 

 酒店将根据情况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