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麼麼茶》熱浪島拉古娜海濱渡假村五日 

 
 

認識熱浪島【亦稱：樂浪島】  
▲位置：位於馬來西亞東部的南中國海上，隸屬於登嘉樓州。  

▲交通：登嘉樓有兩個碼頭～SyahBandar Jetty(市區)或 Merang(離市區 1小時)搭船前往熱浪島。 

▲美譽：國際公認全球十大浮潛勝地之一。水域中有五百種色澤鮮艷、種類繁多的珊瑚礁，包括：紅

雞冠珊瑚、海葵、蛇紋珊瑚、海扇、花菜、多葉珊瑚等；還有逾千種熱帶魚，如蝶魚、小丑魚、

梭魚、神以魚、孟加拉河豚；千種各式的貝殼。 

※由於島的輪廓近似於心型，因此被暱稱為《海洋之心》。 

※2000年由任賢齊和鄭秀文拍攝的香港電影《夏日麼麼茶》在此取景。 

▲主要活動： 

※潛水天堂--《熱浪島》四周共有 22個潛水據點，十三個浮潛地點，不會潛水的遊客可以選擇

參加潛水教學課程。在較具規模的度假村裡都有提供，取得初級潛水證書只需 4天時間。 

※水上活動--風帆、水上摩托車、香蕉船、獨木舟、衝浪、快艇…等。 

※海龜產卵--每年 5月到 9月，登嘉樓南端的蘭道安邦（Rantau Abang）會有大量的海龜在此產

卵。從午夜至黎明可欣賞到珍貴的畫面。 

※叢林探險--尚未開發的叢林保留原始純樸風貌，遊客可選擇徒步悠遊，或參加由飯店安排的《騎

驢行程》從事叢林探險之旅。 

▲貼心叮嚀：熱浪島的島民不會說中文，因此，前往觀光需具備基本的英文會話，以利您的活動進行！ 

▲熱浪島一年中最適合從事水上活動的時間只有三月至十月，而十一月至翌年的二月底，因為氣候變

化的關係，島上將暫作「休業」。 



●登嘉樓唐人街：擁有三百多年以上歷史的唐人街（Kampung Cina，當地人都稱為「唐人坡」），是東南
亞保存得最好的華人聚落之一，當地人還留在唐人街的範圍裡生活。目前沿路規劃 7 條不同主題的美化
巷子～海龜巷、花草巷、奇景巷、慈濟走廊、黃新禧街、巴央紀念巷及馬來文化巷。 

 

 



 



◆熱浪島－拉古娜海濱渡假村 REDANG LAGUNA BEACH RESORT https://www.lagunaredang.com.my/ 
Laguna Redang Island Resort度假村位於海濱，提供舒適的客房、覆蓋公共區域的免費無線網絡連接、
24小時前台、餐廳以及大型室外游泳池。空調客房配有木質地板、衣櫃、私人保險箱、電視、冰箱和休
息區。連接浴室配有淋浴設施、毛巾和免費洗浴用品。Laguna Redang Island Resort 度假村的客人可

享受舒適的按摩或參加各種活動，如徒步旅行、潛水和浮潛。度假村還設有行李寄存設施和機場班車服
務。度假村內的餐廳供應多種當地和歐陸風味美食。客人還可在帶燒烤設施的酒吧享用餐後飲品。Laguna 
Redang Island Resort度假村距離海洋公園（Marine Park）有 15分鐘船程。此住宿也被評選為熱浪島
最佳地理位置住宿之一！ 

 

 

※中段航班以訂位回覆後班次時間為準，謝謝! 

 

第一天 桃園／吉隆坡→未來太子城 (粉紅清真寺+千禧紀念碑)→雙子星花園

廣場→千禧星光大道、巴比倫購物商場 
早餐：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

住宿：吉隆坡 IBIS KLCC(房型 STANDARD) 或 SWISS GARDEN(房型 DELUXE) 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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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 1315 

回 程 中華航空 CI-722 吉隆坡 桃  園 1425 1855 

https://www.lagunaredang.com.my/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協助辦理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東西文化薈萃的國家～馬來西亞

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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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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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星光大道】：林立著大購物商場，這裏是吉隆坡黃金地段，百貨商場、各國美食餐廳林立。 

▓【巴比倫購物商場】：附近知名的飛輪海 88、LOT 10樂天商場、日系 UNI KLO旗艦店及 ZARA等名牌精

品商店都值得您的光臨。 

 

第二天 吉隆坡登嘉樓(舊稱：丁加奴)【暫定船班時間 09:30；航程約 1.5 小

時】→熱浪島《電影“夏日麼麼茶”拍攝場景》～自我解放之旅 or 離

島浮潛活動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渡假村內(若搭 12:30船班,則發餐費 30RM)     晚餐：渡假村內 

住宿：熱浪島 拉古娜海濱渡假村 REDANG LAGUNA BEACH RESORT(房型 DELUXE GARDEN)或同級 

早起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班機飛往【登嘉樓】。抵達後前往碼頭搭船前往【熱浪島】。 

※此為 MINI TOUR行程，導遊不跟隨客人進熱浪島。 

※拉古娜海濱渡假村有中文服務人員，可接受諮詢及協助辦理飯店入住事宜。 

※登嘉樓州是逢星期五和星期六休假；星期五有重要的回教宗教儀式，大街上幾乎所有的商舖多關著門。 

▓【登嘉樓】：馬來語：Terengganu，舊稱丁加奴，是馬來西亞位於西馬的州屬，登嘉樓州面積 12955帄

方公里，人口超過 1百萬人，首府是瓜拉登嘉樓（Kuala Terengganu）。西北部與吉蘭丹州交界，西南及

南端則接彭亨州，擁有很長的沙灘，其東臨面向南中國海的海岸線長達 240公里，州內人民主要的職業

是捕魚。人口比例爲：馬來人佔 94%、華人佔 5%、其餘的印度人與其他眾多種族融合在一起，在多元的

文化、宗教相互融合下，讓馬來西亞建構出豐富的文化特色，也成為吸引旅客到訪的重要旅遊資源。登

嘉樓最大的資產是其人民在如詩如畫的鄉村，過著節制、安和樂利的生活。這裡的生活還深受宗教、傳

統及文化的約束。登嘉樓州人民備受稱道的是他們的藝術作品、手工藝品及出色的造船技術。登嘉樓州

的傳統經濟活動是捕魚業。在過去 10年，隨著登嘉樓岸外的南中國海處，挖掘出好幾處油田，登嘉樓州

的經濟就突飛猛進。瓜拉登嘉樓從靜寂小鎮蛻變為華麗的現代都市。 

※備註：2004年 9月，當地華人以丁加奴此名帶有貶義，即添「丁」「加」做「奴」才或「奴」隸為由，

正式向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要求改名為登嘉樓，他們認為登嘉樓的字形具美感，且有「登」上更「嘉」



一層「樓」之意，較為吉祥。當地華人也提出登嘉樓此詞在該地已使用了 30年之久。2005年 4月 8日，

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後正式宣布，決定使用「登嘉樓」，州首府瓜拉丁加奴則改稱

瓜拉登嘉樓，而全馬來西亞的中小學華文教科書也將逐漸改名。 

▓【熱浪島】：東海岸遺落人間耀眼的藍寶石，是馬來西亞其中一座最漂亮的島，距離瓜拉登嘉樓岸外大

約 50公哩。島上周圍的海水清澈見底，白色沙灘連接到一大片的森林陸地。風和日麗時，這裡簡直是潛

水天堂。此地亦有許多處珊瑚礁供觀賞，這些珊瑚美得令人驚嘆。樂浪島的海底世界非常多姿多彩，部

份地區還有許多海洋動物浮游在海面上。樂浪島提供許多玩樂活動，如：游泳、深海潛水、淺灘潛水及

森林跋涉等。島上的交通設施並沒有建設得很好，所以，從島的一端要到另一端，還是必頇靠船隻才行。

住宿的安排，從最簡單的露營設施到豪華渡假屋等。這裡被政府指定為海洋保留區，遊客有機會觀賞珊

瑚及海底生物的展示和介紹。樂浪島的直徑 3.2公哩範圍內，不允許進行釣魚及捕魚活動。抵達後，您

可在渡假村內進行較悠閒的活動，亦可漫步於海灣內有如水晶球般潔白柔細的沙灘，看著落日西沈於海

帄面之下，餘暉在帄靜的海面上撒下了一片火紅，浪花輕拂雙腳有如溫柔的膚觸，清風吹過，雲漸漸散

開，繁星點點在黑幕中閃亮，美麗的夜，熱情的歌舞就此登場，不到夜半不止歇，也可在無人海邊散步、

觀賞天象星座、捕捉流星，許下願望，讓您充份解放心靈的享受柔美浪漫情調及異國的美景。 

※浮潛活動將根據飯店出海時間為准，並與飯店客人一同出海，若遇天候不佳則取消出海。 

※為了您旅遊的安全，從事水上活動，請穿著救生衣。 

※天氣炎熱，別忘了攜帶您的太陽眼鏡及防曬乳出門。 

 

第三天 熱浪島～自我解放之旅 or海洋公園離島浮潛活動～樂浪沙灘浪漫之夜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渡假村內     晚餐：渡假村內 

住宿：熱浪島 拉古娜海濱渡假村 REDANG LAGUNA BEACH RESORT(房型 DELUXE GARDEN)或同級 

今天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的早晨，在陽光灑滿房間，室外飄來陣陣花草香及啾啾的鳥叫聲中自然甦醒，

置身在異國而且是在一個遺世獨處的小島上的感覺很特別，遠遠的逃離、徹底的沉澱，整個人變的神采

飛揚，您可盡情享用飯店設備：游泳池.卡拉 OK.深潛中心.沙灘排球.飛鏢.桌球.電動遊戲間或飯店的各

項活動...。或攜著伴侶，漫步於島上聞名的＜水晶沙灘＞上，你可穿上亮眼的泳裝帶著一顆雀躍不己的

心，到海邊悠閒散步或游泳、打打沙灘排球。此海灘是ＭILD ＳEVEN的廣告及任腎齊和鄭秀文主演的港

片~"夏日摸摸茶"也都選在此風景秀麗，無太多人文破壞的小島上拍攝。 

※浮潛活動將根據飯店出海時間為准，並與飯店客人一同出海，若遇天候不佳則取消出海。 

※為了您旅遊的安全，從事水上活動，請穿著救生衣。 

※天氣炎熱，別忘了攜帶您的太陽眼鏡及防曬乳出門。 

※旅客在 MARINE PARK CENTRE需現付海洋公園保護基金約 RM 30/每位（若海洋保育费有任何的調整以

現場價格付費） 

 

第四天 熱浪島【船班時間 09:00；航程約 1.5 小時】→登嘉樓→唐人街人文之

旅～海龜巷、和安宮、德顺文物館&黃新禧文化巷…吉隆坡～可自行

前往亞羅街夜市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住宿：吉隆坡 IBIS KLCC(房型 STANDARD) 或 SWISS GARDEN(房型 DELUXE) 飯店或同級 

早餐後搭船返回登嘉樓，再搭機飛往吉隆坡。 

▓【唐人街】：唐人街位於市區內的 Jalan Bandar，這是瓜拉登嘉樓市區內華人文化氣息較濃鬱的街道，
在街頭有座中式牌坊，用中文字寫著“唐人街”。沿著街道的兩邊是建於 1940年以前的古老建築物，外
觀為古典的中國嶺南式建築物。唐人街內多數為華人開設的商店、餐館和廟孙，走過每一間店面，可以
看到很多老店面，老店面都是老员工在經營，賣的產品都是老行業－染货、药行、裁缝、五金行、茶餐
室等等，在這裏可以讓你感受到先輩下南洋的艱辛和華人的努力。 

▲海龜巷～相信是市內最美的巷子之一。雖然全都是人為的裝飾，但誠意十足，教育意義大。巷子裡
牆上或地板上有用碎磚砌起來的海龜圖樣。當中最吸引的莫過於是以下十多幅的磚畫，以連環圖講述
保育海龜的故事。每幅圖畫裡還隱藏著最少一隻海龜，你能找到牠嗎？雖然小巷只有 55公呎，但值得
入內走走，除了可欣賞漂亮嘅馬賽克砌成的海龜外，亦對認識保育海龜有著重大的意義。 
▲和安宮～位於唐人街（Jalan Bander）東側，具體位置在唐人街牌坊的附近。這是一座華人傳統的



廟孙，以傳統中華風格建造，據說，和安宮是登嘉樓州最古老的廟孙之一，在廟里內掛著一口古鐘，
鐘上刻有嘉慶 6年（公元 1801）的銘文，印證在 18世紀以前，華人早已來到瓜拉登嘉樓定居。 
▲德顺文物馆&黃新禧文化巷～唐人街上有一間德順文物館，德順文物館是唐人街已故頭家黃新禧的住
家，該古厝擁有超過 150多年歷史了。這家博物館是黃新禧的後人外曾孫陳廷芳參與籌備的博物館，

他們通過文物館來展出登州華裔歷史及文化、記載及展出了唐人坡“頭家”黃新禧從創立德順到其生
活起居的古物、即已故黃明金老夫人（黃新禧的孫）的手工繡花圖樣及哥峇雅服裝等等，這些都是我
們可以從中認識登嘉樓的華裔發展。黃新禧為一名登嘉樓貿易商，經常航海到暹羅進行貨物交易，而
其貿易公司的名為“德順”，即唐人坡德順文物館以之命名。黃新禧也是當時瓜登的釀酒商，同時也
擁有橡膠園等產業。基於黃新禧在貿易領域中的成就，當時的登州蘇丹也允許他在州內發行名為
“Jokoh”的銅幣，在州內使用。德順文物館外面的壁畫，也就是黃新禧文化巷，因為這些壁畫都是本
地畫家作畫的作品，和當地早期各行業的老招牌從中認知當地過去的故事有關少許。 

▓【亞羅街夜市(自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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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吉隆坡→三井 OUELET 購物城／桃園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請自理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馨的家 

▓【三井 OUELET購物城】：東南亞最大規模，於 2015年 5月開幕，由日本知名度高的三井於東南亞首座

名牌城。內售賣的產品種類多元化，從奢侈名牌、服飾及手飾、香水及彩妝品、巧克力及糖果糕點、孩

童服飾、運動服飾、家庭用品及行李箱等應有盡有。目前開幕的有 130家店面，滿足你的購物慾。 

隨後搭車前往吉隆坡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人協辦離境手續後，搭機飛返臺北溫暖的家，結束此一令您

愉快難忘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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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