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新 GO 有趣~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天空步道•環球影城五日

航 程
去 程
回 程

航空公司
全亞洲航空
全亞洲航空

編號
D7-373
D7-376

起飛城市
桃園
吉隆坡

起飛時間
15：55
17：45

抵達城市
吉隆坡
桃園

抵達時間
22：25
22：25

航 程
去 程
回 程

航空公司
全亞洲航空
全亞洲航空

編號
D7-379
D7-376

起飛城市
桃園
吉隆坡

起飛時間
13：20
17：45

抵達城市
吉隆坡
桃園

抵達時間
18：05
22：25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吉隆坡國際機場】－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海上噴泉水
舞)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位於馬六甲峽最南端的長沙灣，是唯一擁有珊瑚礁的海灣，渡假村座落於波特
森海域，從空中俯看就像是一朵馬來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安排您入住獨具特色的海上泳池
VILLA，房間擁有 24 坪舒適寬敞空間，2 張 KING SIZE 的大床及全新衛浴設施，另外還有獨立陽台及蒸
氣室和私人泳池，寧靜舒適的環境更是享譽全馬。
海上噴泉水舞秀：東南亞最高的海上噴泉，高度可達 100 公尺高，每場水舞秀 15 分鐘。
註：噴泉水舞燈光秀為自由參觀且在戶外舉行，如遇天候因素未能觀賞，敬請見諒。
住宿│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酒店
或同級
膳食│早餐：X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大紅花異國料理街餐費 RM30

第二天 渡假村－馬六甲－世界文化遺產(荷蘭紅屋、鐘樓、葡萄牙廣場、聖保羅教堂、聖地亞
哥古堡)－雞場街散步策－復古花花可愛人力三輪車－THE SHORE SKY TOWER(玻璃走廊、
懸空伸展台)－新山
【三輪車遊古城】徐徐微風中遊走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兩旁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彷彿回到時光
隧道。註：三輪車伕小費每台車馬幣 2 元。
【葡萄牙廣場】此廣場建於 1980 年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類型建築的樣式。
【聖芳濟教堂】這座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年建立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於紀念被譽為東方之使徒的
「聖芳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重大貢獻。還有荷蘭統治時代遺留下來的大鐘樓及古
老建築物及葡籍後裔居住地觀。
【雞場街散步策】雞場街(Jonker Walk)又有古董街之稱，街上不乏建築充滿中國風格的樓房民宅，讓
人時空錯置的感覺。在這條古董街上，簡直是個寶藏，遊客喜歡到這裡搜尋李小龍的紀念品，尋找南
國電影的海報，找尋罕有的舊紙幣，包括英治時代、日治時代馬來西亞的鈔票，印度、葡萄牙、荷蘭，
其至中國的舊錢幣、鈔票。
【THE SHORE SKY TOWER 觀景台】為馬六甲最新地標,其中觀景台位于 The Shore 最高的 43 樓，也是全
甲最高的建築物，讓大家從最高處觀賞馬六甲美景。觀景台上備有懸空的伸展台，以及玻璃走廊，讓
參觀者體驗踏在高空上的感覺，同時也能在懸空伸展台上試試膽量喔!!並可 360 度方向觀賞馬六甲的
美麗夜景。註：SKY TOWER 觀景台僅含入場門票，未含拍攝照片，如有需要可現場購買。
【馬六甲世界文化遺產】馬六甲先後受到葡萄牙、荷蘭及英國的殖民統治。馬六甲市區的部分地方，
還保留著這些殖民統治者所遺留下來的建築物及古跡，2008 年 7 月 7 日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
文化遺產。
住宿│KSL Hotel & Resort 或 迪索倫 THISTLE 或 Mutiara Johor Bahru 或同級
膳食│早餐：飯店內用
│午餐：北京樓娘惹風味餐中式合菜+南洋冰品RM29 │晚餐：海鮮中式合菜RM27

第三天 新山－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新加坡環球影城(體驗全世界首創變形金剛 3D 對
決之終極戰鬥、鞋貓劍客歷險記懸吊飛車、世界最高雙軌過山車等驚險刺激的遊樂
項目)－新山
【新加坡環球影城】設有七大主題區，24 個以電影為主題的遊樂設施與景點，其中 18 個項目專為新加
坡獨家設計打造，全球獨有。除了多個獨一無二，全球首創景點和遊樂設施外，影城內亦設有 30 多家
異國風味餐廳及流動美食車。

【變形金剛 3D 對決】此突破性機動遊戲，透過效果逼真的立體場景，精彩演繹電影場景，打造前所未
有的感官震撼力。勇闖「變形金剛」的科幻國度，與「博派」聯手對抗「狂派」變型金剛，親身參與
3D 終極決戰，連場驚險激鬥，影迷們直呼百遍也不厭倦呢！
【馬達加斯加】跟隨夢工廠動畫的賣座巨片馬達加斯加的四個主角，獅王艾力獅(Alex)、斑馬馬弟
(Marty)、河馬莉(Gloria)、及長頸鹿長頸男(Melman)，一起飄流到馬達加斯加的神秘世界。
【失落的世界】依「侏羅紀公園」和「未來水世界」兩大深受環球影城迷熱愛的主題為亮點。重新設
計後的侏羅紀河流探險，身臨其境地闖入遠古的恐龍世界，穿梭在茂密的原始熱帶雨林，與恐龍為伍。
【古埃及】把遊客帶回上世紀的埃及，重現古埃及黃金時代的探險輝煌。追隨著英勇善戰、膽大心細
的考古學家的步跡，在浩瀚沙漠中憑藉冷靜與智慧破解金字塔之謎。
【科幻城市】進入時光穿梭機來到未來世界！遊客可登上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車《太空堡壘》，親身
參與人類與機械人之戰，紅、藍兩色雲霄飛車，同時出發，交叉同時運轉。高速度達 82.8km/h~90km/h，
最高會升至 14 層樓的高空，不時還會再空中來個不期而遇！
【遙遠王國】根據夢工場動畫出品的史瑞克系列，打造出貴族和夢幻世界結合體。除了有高達 40 米的
「遙遠王國城堡」，堪稱亞洲最大的主題樂園城堡，遊客也可找到史瑞克的沼澤屋、能悠閒漫步燈火
璀璨的羅密歐大街或是鐵鉤騎士俱樂部。
【節慶大道】在名勝世界心臟地帶穿心而過，堪稱一條集購物、餐飲、博彩、娛樂於一體的娛樂大道。
雲集了二十多家各高檔時裝品牌、名設計師概念店，在這裡你就可買到世界精品與頂級大牌。而最矚
目的首推，亞洲區首家 Victoria's Secret 分店，仕女們絕不能錯過。
【名勝世界娛樂場 Casino】賭場中超過 1300 台老虎機，還有「百家樂」「比大小」「輪盤」「21 點」
等約 20 種的中外博弈遊戲。試試手氣，說不定有意想不到的收穫喔！註：新加坡政府規定年滿 21 歲
且需持外國護照(非新加坡)，才可免費進入新加坡賭場；且進入賭場不可穿著短褲及拖鞋。
住宿│KSL Hotel & Resort 或 迪索倫 THISTLE 或 Mutiara Johor Bahru 或同級
膳食│早餐：飯店內用
│午餐：方便遊玩敬請自理
│晚餐：方便遊玩敬請自理

第四天 新山－吉隆坡－白咖啡巡禮－市區觀光(國家皇宮+國家清真寺+高等法院+獨立廣場)－
特產巡禮(土產+巧克力專賣店)－雙子星塔花園廣場－吉隆坡美食購物中心(巴比倫購物
商場、千禧星光大道)
【馬六甲世界文化遺產】馬六甲先後受到葡萄牙、荷蘭及英國的殖民統治。馬六甲市區的部分地方，
還保留著這些殖民統治者所遺留下來的建築物及古跡，2008 年 7 月 7 日被聯合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
文化遺產。
【葡萄牙廣場】此廣場建於 1980 年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類型建築的樣式。
【雙子星花園廣場】外表像兩隻玉蜀黍的獨特造型由地面高聳入天際，旅客對雙子星雙塔的印象，就
是在電影「將計就計」中，那令人目眩神迷的畫面。而露天的 Coffee Shop，更讓人宛如至身巴黎街頭
的美麗錯覺。
【巴比倫購物城】吉隆坡最新最大 Pavillion 購物城，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流品牌皆
齊聚在此購物城內，選擇多樣，讓您自由享受購物樂趣。
【聖芳濟教堂】這座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年建立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於紀念被譽為東方之使徒的
「聖芳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重大貢獻。還有荷蘭統治時代遺留下來的大鐘樓及古
老建築物及葡籍後裔居住地觀。
【三輪車遊古城】徐徐微風中遊走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兩旁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彷彿回到時光
隧道。註：三輪車伕小費每台車馬幣 2 元。
【千禧星光大道】吉隆坡夜間最熱鬧，大道上林立著大型購物商場，這裏是吉隆坡的黃金地段，百貨
商場聚集各國美食。
【獨立廣場】位於吉隆坡車水馬龍的拉者路，是馬來西亞宣佈獨立、脫離殖民地統治的儀式舉行地，
一支高一百公尺的旗桿，被列為世界最高旗桿之一，是馬來西亞歷史上最重要的里程碑。
住宿│金字塔酒店 或 Mercure Kuala Lumpur Shaw Parade Hotel
或同級
膳食│早餐：飯店內用
│午餐：PIZZA DIY 每人一份自行製作+自助點心吃到飽 RM40
│晚餐：漁村海鮮中式合菜 RM27

第五天 乳膠專賣店－粉紅清真寺－太子城－首相府－【吉隆坡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未來太子城】全馬來西亞最大首相府，以馬來西亞首位總理的名字命名，望眼整個城市盡是濃濃的
綠意，道路兩旁被一棵棵大樹包圍著，排列成一條長長的林蔭大道，這條全長 4.2 公里的綠色大道，
也正是舉行國家慶典和閱兵遊行的場地。

【水上粉紅清真寺】仿造摩洛哥卡薩布蘭卡的哈桑清真寺而建，坐落在馬來西亞的新行政中心-太子城，
占地面積 5.5 公頃，耗資 1000 萬美元，是馬來西亞最大的清真寺，同時也是東南亞地區最大的水上清
真寺。註：遇回教徒朝拜麥加時間或回教節日時，恕不開放觀光客入內參觀，但仍可在外觀拍照留念。
【首相府廣場】濃濃的綠意道路兩旁被一棵棵大樹包圍著，排列成一條長長的林蔭大道，這條全 4.2
公里的綠色大道。
住宿│溫暖的家
膳食│早餐：飯店內用
│午餐：隆盛東坡肉+紅糟雞中式合菜 RM27│晚餐：機上餐盒

《注意事項》
《行程有時會因航班、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敬請見諒》
※ 因馬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強烈建議凡持有多國護照者，一律須辦妥馬簽，否則若無法順利入境馬國
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進出台灣+進出馬來西亞務必使用同一本護照。
※ 馬來西亞海關入境最新規定：馬來西亞免簽證延長到 30 天，所以入境旅客需附上來回電子機票以
及要求規定每人每天需具備 USD100 等同值貨幣(含信用卡)現場海關會查，查到沒有到規定的貨幣，將
會被拒絕入境=原機遣返請注意！
附註：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含)即加派領隊隨行服務，並且安排外站中文導遊於當地場接
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但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於雨兩地場
本公司均有專人協助客辦理機手續。
2. 本行程已包含機上簡餐、每人 20 公斤托運行李(如超過 20 公斤的部份，會以每公斤為基礎收取
約新台幣 540 元)，行政服務費，若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3. 嬰兒(未滿 2 歲)恕不提供任何免費託運或手提行李件數及機上餐食，並與同行成人旅客抱坐於
膝上搭乘，亞航提供嬰兒搖籃需求，能使用搖籃機位有限，請於付訂時需求，但實際提供需仍
以亞航回覆為準。
4. 馬來西亞亞航取得訂位代號即完成了訂位。一旦完成訂位後，將不得取消訂購或要求退還支付
款項。
5. 請注意，因人數不足而不派領隊之團型，若卡單間(例如３人報名)，須補單人房差！
6. 出團人數若低於七人以下，則中式合餐部份將視人數予以提供(保證您吃的飽)。
7. 自費活動旅客本著自願，自費，酌情選擇參加，有關報名，訂位(再確認)，售價(若有調整)及
取消費等細節、權力、義務請您詳洽領隊或導遊。
8. 正常旅遊期間，旅客要求領隊帶領之額外活動，若發生任何意外時，本公司及領隊概不負責。
9. 服務費：當地導遊，請支付每人每天 100 元臺幣。台灣隨團服務領隊人員，請支付每人每天 100
元臺幣，若遇人數不足 16 人不派領隊，請每位貴賓支付導遊每人每天新台幣 200 元。
10.如需求一大床、連通房、三人房之特殊房型，請務必於訂團時先知，因房間數量有限，恕無法
保證一定入住特殊房型。
11.團隊餐食為 7 菜 1 湯。如 4 人以上，10 人以下，出發之團隊，餐食將略有更動，中式料理 2-6
人以套餐為主，7-10 人以合菜 6-7 菜 1 湯為主。自助餐不在此限。
12.房間以兩人一室為主;如有單人房，請補單人房差。
13.車輛：9 人以下以 8-13 座車為主(中文司機兼導遊)，10-14 人以 19 座車為主(司機+中文導遊)，
15 人以上以 28-45 座車為主(司機+中文導遊)。
【新加坡注意事項】
1.
2.
3.
4.

時差：和台灣沒有時差。
氣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平均溫度約 25～35 度之間。
匯率：１元(SD)約等於 24 元台幣(NT)。
電壓：200-240 伏特。多為三孔平頭型。

5. 新加坡為禁煙國家，除政府所允許開放空間外，公共場所一律禁止抽煙，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
額罰款。入境新加坡攜帶香菸均需課稅(一根都不得攜帶)，倘私自攜帶入境而被查獲，每條香
菸處最高為星幣 2,000 元之罰金。口香糖亦不得攜帶入境，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額罰款，請旅
客配合遵守。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旅行業之事由，部份景點將會受影響☆☆
上列行程參考資料，於行程參觀內容不減之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及旅館確認之實際情形及團體
行進之交通狀況酌情參考調整順序，恕不另行通知，請以說明會告知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