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新五日遊】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新

加坡環球影城、濱海花園超級樹、金莎娛樂城、星耀樟宜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吉隆坡→未來城市太子城〜水上粉紅清真寺〜千禧紀

念碑→雙子星花園廣場→亞羅街夜市 
帶著愉快的心情、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異國色彩

濃郁的國度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 

▓【首相府布達拉再也〜未來太子城】：在此您可感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如何不花一毛錢而能夠在森林開

發區建出一座面積 264帄方公哩的未來馬國行政電子中心,未來環保無煙城市以馬來西亞首位總理的名

字命名，滿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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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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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府佔地相當廣大，其中包括：首相官邸、親

水公園、水上粉紅清真寺等。 

★總理府：建築群坐落在城市主要山丘上，是馬來西亞政府的行政機關和馬來西亞總理的辦事處。 

★太子橋：全長四百三十五米，連接政府和混合發展區，以及布城獨立廣場和城市的大道。這座橋是由

三層組成，一層是用來行走單軌列車，一層是行車，而一層是行人。 

★布城湖：利用以前開采錫礦後留下的廢礦坑改建成的。太子廣場、首相府、清真寺、會議中心、州皇

宮和配套住宅等依湖而建。這個有六百五十公頃大的人工湖是用來充當城市的冷卻系統。它現在已成爲

一個主要的各種水上運動活動的場地，包括一級方程式賽艇錦標賽和亞洲獨木舟錦標賽。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為普特清真寺，在市區的這主要清真寺建成於 1999年。它位於總理府和布城湖

的右邊。廣場側面是水上清真寺的全貌。這座四分之三建於湖面上的水上清真寺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

清真寺之一，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兩千人在此做禮拜。它爲上下兩層，二樓供四千名女子專用，樓下爲八

千男子使用。每當做禮拜時，清真寺那高高的宣禮塔内播放的古蘭經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

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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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紀念碑】：是本市的華盛版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版本。被認爲是布城的國家歷史遺蹟，千禧

紀念碑是一個金屬方尖塔，有六十八米高和位於在第二區的 25公頃的公園上。用馬來西亞歷史上的重

要時刻和事件，蝕刻在紀念碑上來裝飾它。 

▓【雙子星花園廣場】：88層樓高的雙子星塔是世界最高的雙棟大樓，也是世界第五高的大樓，樓高 452

米，是馬來西亞最著名的地標，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優雅。為好萊塢電影《將計就計》拍攝

地點。 

▓【亞羅街夜市】：食尚玩家也推薦的亞羅街夜市，一到傍晚，整條人行道上炊煙昇起，瀰漫著咖喱及

烤肉味，放眼望去街道招牌都是中文書寫，不知情的遊客還以為在台灣得某個夜市裡，街旁走道放滿一

張張方桌，只要您一坐下來，馬上就有帥氣店小二就會用中文招呼您，讓您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馬來

西亞的美食基本上是綜合華人、馬來、印度三種飲食文化的融合，讓您感受異國的馬來文化。 

早餐：自理     中餐：機上套餐     晚餐：黃亞華馬來風味餐 RM30 

住宿：Days Hotel & Suites 或 COSMO HOTEL 或 IBIS HOTEL 或 SILKA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第二天 吉隆坡→乳膠專賣店→市區觀光(國家皇宮、獨立廣場、國會大廈)→

土產巡禮+巧克力→國家熱帶頄水族館→大紅花海上渡假村〜大紅花

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內自由活動+海上噴泉水舞秀 
▓【乳膠專賣店】：世界最主要的橡樹產地在東南亞，尤其以馬來西亞與越南、泰國最為大宗，品質則

由馬來西亞獲得最高評價，素有橡膠王國稱號，橡樹汁液原物料提供許多現代化物品。安排前往乳膠專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  程 中華航空 CI-721 桃  園 吉隆坡 0845 1315 

回  程 中華航空 CI-754 新加坡 桃  園 1405 1845 



賣店，瞭解馬來西亞特產橡膠的生長過程及乳膠製造概況；乳膠的最大優點，就是抗菌抗塵蟎，而一張

正常保養使用高密度天然乳膠產品使用壽命長達 10年之久。運用在床墊、頭枕上已經非常普遍，也是

饋贈親友的好禮物。 

▓【吉隆坡市區觀光】： 

▲《國家皇宮》是國家元首蘇丹的宮邸，2011年後全新打造的蘇丹皇宮，據說總花費近８億令吉(馬幣)，

近 80億台幣，被青蔥的草坪圍繞著，全新完工的皇宮，若遇上國家慶典，皇宮便會在夜晚披上五彩的

燈飾。註：因為是元首宮邸，僅能在外面拍照。 

▲《獨立紀念廣場》是吉隆坡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馬來西亞國慶閱兵的舉辦場地；1957 年 8月 31日馬

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此宣佈馬來西亞獨立，象徵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 

▲《國會大廈》位於湖濱公園一角可眺望湖的全景。建於 1962年，在 18層國會大廈內包括會議廳、圖

書館、各類辦公廳、委員會等。 

▓【土產店】：自由選購：如豆蔻膏、花生糖及名聞中外之肉骨茶、東革阿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巧克力工坊】：為您簡單介紹巧克力由來，可選購各式香醇濃郁、口味特殊的榴槤水果巧克力。 

▓【國家熱帶頄水族館】：在沿海一帶且為旅遊勝地的波德申設立馬來西亞首個觀賞頄水族館及研究中

心，於 2009年由聯邦政府耗資 490 萬令吉打造，以咸水觀賞頄為主，約有 85種類，同時，還有 20餘

種珊瑚、海馬及珊瑚研究中心。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以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為造型，從波德申沙灘綿延至海中，築起

一棟棟海上別墅，打造出一朵嬌豔綻放的大紅花，帶給旅客獨特的旅遊體驗。另外其擁有全東南亞最高

的 100米戶外海水噴泉，晚上將有水舞秀，成為渡假村另一個獨特的景點之一。充滿熱帶風情所獨有的

閒舒情懷，讓您遠離塵囂。安排入住獨具特色的海上泳池 Executive Pool Villa，房間擁有 24坪寬敞

空間，2 張 KING SIZE大床，配上落地窗及透明玻璃地板的觀海設計，讓您和家人共度美好時光。每個

房間擁有私人泳池和桑拿房享受奢華的時尚生活。浪漫的夜景，樂趣無窮的夜泳。 巧妙的概念化設計，

讓你有如倘佯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便利設施以及休閑特區，將讓您釋放自我，重拾生活樂趣。 

※如遇到大紅花海上屋房型滿房，則會安排入住大紅花高樓層空中泳池房(可欣賞馬六甲海峽海景) 

▓【大紅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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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這浪漫的夜景中，完全拋開遠離塵喧，沉浸高雅的氛圍裡，自我放縱一番。 

※噴泉水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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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肉骨茶+麵包雞雙味餐 RM30     晚餐：大好運/珍珠樓風味餐 RM30 

住宿：大紅花海上 VILLA或同等級旅館 

 

第三天 黃金海岸→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方

濟教堂)→三輪車遊古城→海峽清真寺→新山 
▓【麻六甲】：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在馬來半島南部，瀕臨麻六甲海峽，首府麻六甲市，有古城之稱。 

▓【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荷蘭鐘樓、荷蘭紅屋：荷蘭人在 1641年戰勝葡萄牙人後所建造的建築物。當時不但是荷蘭總監居所，

也是荷蘭人統治馬六甲時期的政府行政中心及市政局。 

★葡萄牙廣場：建 1980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保羅教堂：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紀念被譽為《東方使徒的聖芳濟》。 

▓【三輪車遊古城】：遊走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兩旁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彷彿回到時光隧道之中。 

註：三輪車遊古城，請旅客自理車伕小費 RM2/一台車。 

▓【海峽清真寺】：是真的水上清真寺，就佇立在馬六甲的海洋上，只有入口處與陸地接壤。建築地基

以柱子打入海中，讓整座清真寺如干欄式建築般浮在海面上。每當海水退潮時，清真寺便懸在水上而海

水漲潮時，清真寺宛如浮在海上。而清真寺面對著西面大海，但因其特殊的環境，卻也使它有了獨特的

美麗。 

▓【新山】：馬來西亞南部之門，是柔佛州的首府。也是繁盛的商業中心，堪稱馬來西亞南部之門。最

吸引遊客之處，是它擁有許多歷史性的建築物。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娘惹風味餐 RM30     晚餐：隆盛風味餐 RM30 

住宿：新山 Millesime Hotel 或 Amerin Johor Bahru 或 V8 Hotel或同等級旅館 

 



第四天 新山→聖淘沙名勝世界〜「新加坡環球影城〃七大主題區全日暢遊」

→頄尾獅公園&濱海藝術中心→濱海灣金莎娛樂城(精品名店+螺旋橋)

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新加坡 
▓【新加坡環球影城】：2010年全新開幕的新加坡環球影城，坐落在新加波最大規模的親家庭休閒目的

地聖淘沙名勝世界，在這裡讓電影世界的神奇，為您掀開探隩旅程的序幕。鬥惡霸、追明星，您將隨著

不同電影的劇情，從—個螢幕轉移到另—個，沉浸在星光大道的耀眼光芒。在新加坡環球影城，您將被

獨有的娛樂體驗深深吸引、驚歎不已。 環球影城將設置 24個遊樂設施和景點，各自精彩，其中包括深

具創意的雙軌過山車，一人坐著另一人懸掛，彼此在高空擦身而過。這個最驚隩刺激的過山車，設計了

突如其來的扭轉、出其不意的快速下墜、及貼身交叉交錯等令人窒息的變化，絕對讓您嘶喊尖叫。此外，

恐龍、狐猴、可愛怪物以及埃及木乃伊等，務必為您的探隩添加無數的驚隩和刺激。 擁有 18項專門為

新加坡環球影城設計或修改的遊樂設施，將讓您有一個難忘旅程。一陣陣歡笑聲和尖叫聲此起彼落，為

您拼湊出無數美好的回憶。除了主題餐館和商店，這裏也能開放為企業活動量身定做節目，提供獨—無

二的活動場所。 

★【變形金剛】：全新「變形金剛」機動遊戲以孩之寶（Hasbo )旗下經典機械玩具品牌及由米高比爾

（Michael Bay）親自執導的國際賣座鉅片為藍本，而米高比爾亦為此機動遊戲的創作顧問。「變形金剛」

採用效果逼真的高清立體媒介，配合細緻視覺效果，以及全球史上最精巧的漫遊飛行模擬系統，精彩演

繹《變形金剛》的原創故事。「變形金剛」遊樂設施活現出正義「博派」與邪惡「狂派」的終極對決場

面，令人身歷其境，勢必為主題公園的遊樂設施樹立嶄新標準。賓客將化身由地球人與「博派」組成的

N.E.S.T 聯盟之成員，勇闖「變形金剛」的國度，投入連場動作激鬥，保護火種源免被「狂派」奪取，「身

歷其境，體驗電影™」。 

▇環球影城七大主題區〜 

◆【好萊塢星光大道】富有百老匯風味的好萊塢劇院、星光熠熠的“星光大道”，讓遊客彷彿置身於聞

名遐邇的好萊塢大道，陶醉於五光十色的環球娛樂世界裡。好萊塢懷舊經典老片《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中的梅爾斯汽車快餐店也在這裡重現，讓人重溫美式快餐的復古情懷。  

◆【紐約大道】走在活力四射的紐約街頭，一部部經典的電影場景展現眼前，讓人全情投入美國最繁華

的國際大都會。由電影大師史提芬司匹柏（Steven Spielberg）主持的“電影特效片場”，讓遊客走入

鮮為人知的電影場景幕後製作。  

◆【科幻城市】進入時光穿梭機來到未來世界！這個在奇思妙想下打造而成的未來大都會，充滿了令人

難以置信的尖端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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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埃及】神秘宏偉的古老金字塔和方尖碑，重現古埃及黃金時代的探隩輝煌，遊客可隨著膽大心細

的考古學家的足跡，登上木乃伊復仇記過山車，在浩瀚沙漠中破解金字塔之謎。  

◆【失落的世界】以侏儸紀公園和未來水世界為主題。  

◆【遙遠王國】世界第一座「遙遠王國城堡」動畫中哈洛德國王的城堡，高達 40米，您可進入城堡內

來趟冒隩之旅，並體驗夢工廠所設計的各式遊樂設施，另外遙遠王國的羅密歐大街的夜店“鐵鉤騎士俱

樂部”（Hook’s Knight Club）也將是城中最熱鬧的一角。 

◆【馬達加斯加】進入馬達加斯加的神秘世界，猶如身陷原始森林，周圍四處可見怪異的狐猴，讓遊客

踏上馬達加斯加木箱漂流記的探隩之旅。 

◆【節慶大道】長達 500公尺的節慶大道是個不夜城，遊客可全天候在此進行各種活動，包括享用美食、

購物、參與電視製作等，夜間的節慶大道呈獻許多結合著燈光、鐳射、火焰、水霧以及各種炫麗奪目之

特殊效果的街頭表演。隨後到世界最大賣場的免稅商店走走逛逛，買些紀念品﹑選些小禮物。 

◆【名勝賭場】前往新加坡的名勝賭場消遺一下，試一試您的手氣，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註 1：環球影城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若因部份設施未開放

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註 2：如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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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年滿 21歲，且頇持護照，才可進入賭場。(進入賭場不可穿著短褲、拖鞋) 
▓【頄尾獅公園】：頄尾獅（Merlion）是一種虛構的頄身獅頭的動物。它於 1964年由當時的 Van Kleef

水族館館長 Fraser Brunner先生所設計的。兩年後被新加坡旅遊局採用作為標誌，而這期間，頄尾獅

已成為新加坡的代表，如同法國的巴黎鐵塔或美國的自由女神像。 



▓【濱海藝術中心】：國家級的濱海藝術中心是新加坡最閃亮的地標，遠遠望去，彷彿兩只靜臥在濱海

灣的大貝殼，入夜後就散發金黃色光芒，此特別的造型更贏得當地熱門水果《大榴槤》的暱稱。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於 2010 年 6月 23日全新完工的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由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

集團在新加坡投資建造的世界頂尖奢華級的大型賭場酒店！投資總值 60億美元的濱海灣金沙娛樂城包

括世界頂級的會展中心、酒店、賭場和購物中心，建在 55層大廈頂端的空中花園、健身中心、蓮花狀

的科技藝術博物館等超豪華的設施，這將是一個舉行展會、公商務接待和娛樂度假休閒的頂級奢華中心，

空中花園高於地帄面 200公尺、擁有 3個游泳池的空中花園，將成為全世界最大戶外游泳池。55層樓高

的空中花園是建在 3棟酒店大樓的天台，長達 340公尺，比巴黎艾菲爾鐵塔還長。濱海灣金沙將擁有最

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殿旗艦店以及 320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購物商場遍佈 3個層樓，60家的美

食餐廳、電影院、劇場等，以及擁有東南亞最大的宴會廳。賭場分 4層，約 500張賭桌及 1300台老虎

機。最新最大的金沙娛樂城有著特別的「螺旋橋」連結著濱海灣及飯店，當華燈亮起漫步其間煞是浪漫。

博奕區內讓您可以試試手氣。 

▓【雙螺旋橋 Helix Bridge】：是世界上首座雙螺旋人行橋，採用不銹鋼鋼管建造的兩條螺旋曲線相互

纏繞，盤旋形成長達 280公尺的核心結構。設計結構就像人體基因脫氧核糖核酸（DNA），連接濱海新舊

地區。入選為世界十二奇蹟橋樑排名第九。 

▓【金沙天際雷射水舞秀】：當華燈亮起記得一定要前往活動廣場，您可看到令人驚嘆的城市天際景觀

結合著燈光、鐳射、水霧以及各種炫麗奪目之特殊效果的街頭表演，美不勝收。 

註:濱海灣花園僅安排戶外園區，未含花穹+雲霧林門票。 

註:金沙娛樂城戶外活動廣場每日將有免費的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約10-15分鐘，表演場次為PM20:00、

PM21:30，遇周末將加演 PM23:00；如活動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候或其他因素未能觀賞，敬

請見諒。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晚餐：黑胡椒螃蟹合菜 SD15 

住宿：新加坡 Aqueen Hotel 或 ibis Styles Singapore On Macpherson 或 ibis Singapore Novena 或 

Parc Sovereign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新加坡→濱海花園超級樹→星耀樟宜╱桃園國際機場  
▓【濱海花園超級樹】：在濱海南的金、銀兩花園內看到 18棵“超級樹”中的其中 6 棵。它們都是特別

設計的人造樹，棵棵高達 25到 50 米之間，相當於 9到 16層樓的高度。而每一棵的上面都會種滿種類

繁多的各種熱帶攀爬類植物，每一棵“超級樹”上也會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讓這棵棵擎天大樹在白

天的時候可以起遮蔽作用，到了晚上也能為您照明和營造氣氛。  

▓【星耀樟宜】：旅遊迷的熱門話題「星耀樟宜」，2019年 4月 17日已經盛大開幕啦！一座聚集航空設

施、購物休閒、住宿餐飲、遊樂項目、景觀花園等多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建築，以穹形玻璃屋頂和充滿

現代感的鋼材外觀設計為亮點，成為新加坡樟宜機場最新地標，5大必知亮點、7大必逛商店搶先直擊，

首推超震撼兩大世界級巨型造景！這個連新加坡人都超級期待的全新生活時尚地標「星耀樟宜 Jewel 

Changi Airport」更是讓許多愛逛機場的人期待的新熱點。 

★《資生堂森林谷》：這裡是新加坡規模最大的室內植物展示地之一，也是獨一無二的機場園林。漫步

在繁茂蔥綠的森林谷中尋幽探秘，消除都市生活中的疲勞，從這都市裡的世外桃源開啟您的花園城市之

旅。 

★《匯豐銀行雨漩渦》：森林谷中心最大的亮點，世界上最高的室內瀑布，從 40米的高空傾瀉而下，氣

勢雄渾地灌入星耀樟宜的最深處。從玻璃幕牆流到地下室，星耀樟宜強大的級聯會閃閃發亮，緊扣眾人

的目光。 

之後前往新加坡樟宜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帶著滿滿的禮物及回憶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獅城

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中餐：機上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
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