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巴輕旅行 5日〜全新開發《夢幻彩虹島》、大白號遊艇、五星飯店 
※行程內 2 天自由活動，可自由選擇自費配套行程【既保有團體旅遊的優勢，又有自由行的靈活度】※ 

 
沙巴州被稱為“風下之鄉”，因為它處於颱風圈的範圍圈外。它位於北婆羅洲的東部，佔地 7萬 4千 5

百平方公哩，是東馬第二大州。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的北端，文明世界再也難得一見，蘊藏著豐富奇

特的自然生態萬象、變化萬千的原始熱帶雨林，這裡充滿時代南國風情的都市設施、熟悉的溝通語言、

熱情友善的民族必能為您帶來前所未有的全新旅遊經驗。太陽底下暢遊的無窮樂趣，最適合陽光般耀眼

的您..沙巴，一千五百餘公里長的海岸線，造就了無數潔白的沙灘以及海水澄澈晶瑩的美麗海島，是各

種水上活動和潛水的世外桃源.. 

★沙巴旅遊局相關網站 http://www.sabahtourism.net/tc 

 

 

http://www.sabahtourism.net/tc


 

 



 

 

 

【飯店安排】 

▓五星級太平洋飯店 Pacific Sutera Sutera Harbour Resort http://www.suteraharbour.com/ *4晚 

位於沙巴哥打京那巴魯市中心，以著名的神山為背景，分享南中國海美麗的港灣海濱 500間精緻客房及

豪華套房，每間房備有：衛星頻道與房內選電影、咖啡與紅茶沖調設備、擁有有聲郵件及數據系統的國

際直撥電話、迷你酒吧、房內保險箱及廣達 384英畝的渡假村涵括了 5間餐廳及酒吧、一個國際會議中

心、27 洞高爾夫球場、健身中心、游泳池、網球場、壁球場、羽球場、桑拿蒸氣房與按摩池、迷你電影

院、卡拉 OK、12道保齡球館及帆船俱樂部等等休閒設施，24小時 PACIFIC CLUB歌廳酒廊。 

 

http://www.suteraharbour.com/


 

■馬來西亞航空 機票一經開立，不得更改、不得退票。航班不得只使用單段機票，一旦未搭乘去程航

班，回程位子恕無法保留使用，敬請見諒！ 

 

第一天 桃園╱亞庇→亞庇市區觀光【普陀寺、(車覽)回教清真寺、沙巴基

金大廈】、IMAGO購物商場血拼樂 
早餐：自理     午餐：肉骨茶風味料理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 :五星級太平洋飯店(GOLF VIEW）或同級 

今早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自然純樸、潔淨與美的夏日海角樂園《風下之鄉》〜

【沙巴】。抵達後，映入眼廉的是當地人的熱情笑容與親切態度，為此次旅程掀開美麗的序幕。出關可

至機場銀行兌換馬來西亞幣值或導遊兌換。 

▓【沙巴市區觀光】：  

▲【普陀寺】：華人供奉觀音，如果您沒有宗教信仰的禁忌，可至正殿參拜諸神。 

▲【回教清真寺(外觀)】：建築在水上、巍峨壯觀，建築物的氣勢雄偉，讓人有一種心靈寬闊的感覺。 

▲【沙巴基金大廈(外觀)】：樓高 32層，由 96支鋼條呈輻射狀支撐的圓體形建築，屬建築學裡非常艱

困工程，世界上也只僅剩 4座。隸屬沙巴基金局的敦馬士達化大廈，可說是亞庇市最顯眼的建築，從遠

遠的數哩外就可以看到這座大廈，佇立在利卡(Likas)海灣。 

▓【IMAGO SHOPPING MALL】：此商場內包含各國名牌精品旗艦店以及世界各地美食，商場亦內含健身中

心、SPA、保齡球館、大型電影院等。 

 

第二天 沙巴→海島遊免費升級白色遊艇《大白號》或楓丹白露雙體帆船出

航遊〜全新私人島嶼“彩虹島”全日逍遙遊【海洋浮潛、觀賞熱帶

魚（免費提供蛙鏡、呼吸管、救生衣)+遊艇自助餐、水果吧、冰涼

飲料】→水上村莊(外觀遠眺)→富源下午茶+沙巴馳名水果冰棒一支

→自由夜訪商城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遊艇自助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五星級太平洋飯店(GOLF VIEW）或同級 

▓【白色遊艇《大白號》或楓丹白露雙體帆船】：為您開啟感官與視覺雙重奢華盛宴和浪漫遊艇之旅，

超高私密性，獨享私密浪漫時光，5 米水上滑梯、半環形沙發、精緻自助下午茶。獨一無二新玩法，打

卡網紅景點：吊網編織床，雙層奢華遊艇+無敵海景為背景，來一場輕奢漫體驗《大白號》，快帶著親愛

的來欣賞沙巴的陽光和大海，來一個《我們不一樣》的遊艇之旅！ 

今日帶著與熱帶魚約定不見不散的心情與戲水必要裝備〜比基尼，來到碼頭搭乘遊艇。★《彩虹島》是

2018 年新開發的海島，位於市區海島的東北部，距離傑斯頓碼頭大概 15 分鐘船程，海島生態環境非常

好，植被資源豐富，遊客比較少，顯得格外的安逸寧靜；私人獨立的海島度假村，一大片的白沙灘，在

沙灘上曬太陽，撿貝殼，悠閒而愜意。遠離城市的紛雜，這裡只有陽光、沙灘、擁抱大海你會忘記一切

煩憂毗鄰東姑阿杜拉曼海島公園海洋公園，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豐富，海水清澈，適合浮潛；您可以在這

裡自由自在的進行無限次浮潛或自費深潛，映入眼簾的盡是豔麗壯觀的珊瑚礁群和種類繁多的瑰麗海洋

生物群；這裡的海水水質很好，甚至站在伸入海中的棧橋上，就能看到在透明海水裡遊來遊去的小魚，

讓你迫不及待的想入水一探究竟。水下有大片珊瑚，生活著小丑魚、海膽等各種海洋生物。在神秘夢幻

的海洋世界中，與色彩繽紛、形狀各異的熱帶魚共舞，自由而愉悅，記得帶上水下相機和它們來一張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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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航空 MH-069 桃 園 亞 庇 0800 1130 

回  程 馬來西亞航空 MH-068 亞 庇 桃 園 1740 2105 



怪自拍哦!或者您可自費參加體驗驚險刺激的海上活動【香蕉船】、【高空拖曳傘】、【水上摩托車】、【極

速飛魚】、【體驗潛水】、【海底漫步】、【水中電單車】…等，增添了度假的刺激興奮感。午餐於遊艇上享

用豐富又衛生的自助餐、美味爽口的水果吧。享用道地風味的自助餐再配上沁涼的消暑飲料，減肥的事，

暫且留到以後再說吧！餐後您可庸懶的睡個午覺或再次與大海的魚兒共游或許有著更多奇遇等著您！

或於安全海域浮潛，觀賞海底熱鬧的生物族群。讓溫暖的陽光、迷人的海景，伴您渡過美好的海上假期。

午後再搭乘遊艇返回碼頭。 

註：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 

註：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並聽從導遊及領隊的指揮進行。 

註：請注意自身安全，潛水時請小心礁石跟海膽，若確定要在水裡走請穿鞋或者自備潛水襪。 

註：請注意自身建康及安全，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酒醉、孕婦及 65 歲以上旅

客等恕不適合參加。 

▓【富源下午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沙巴名店，酥脆的碳烤土司搭配香濃咖啡或茶，連食尚玩玩家

也來採訪過。 

▓【飯店內賞日落】：傍晚時分，欣賞南中國海的落日餘暉，徐徐的海風、火紅的夕陽、配上水面點點

銀波，那份愜意舒適正是久居都市塵囂中的您所追求期待的悠閒。 

 

第三天 全天自由活動，今日不派車【可自費選擇配套行程(含車導)】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or 自費行程配套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or

自費行程配套餐 

住宿 :五星級太平洋飯店(GOLF VIEW）或同級 

您可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優閒的清晨，遠離都市的吵雜，偕同三五好友自行前往【GAYA STREET

加雅街週日市集】加雅街是馬來西亞沙巴哥打京那巴魯的街頭週日集市區。由於那裡有許多中國咖啡館

和餐館，它被稱為沙巴唐人街。此外還有自 2005年以來豎立的拱門。 

或可自費選擇配套行程〜〜 

★A【九如河激流泛舟(含午餐)：新台幣 1900元/人(四人成行)】：一場體驗自我的活動即將展開。首先

抵達 KIULU RIVER的終點，檢查其裝備及救生衣是穿戴正確，並聽從教練之泛舟常識及動作後，驅車前

往起點，展開您期待已久的激流泛舟之旅。進入眼簾的是湍急的河流，還來不及緊張這接來會是怎般的

度過，下一刻鐘，您已坐在橡皮艇中體驗著時而悠遊時而驚心的旅程。放聲尖叫吧！把您所有的煩憂都

拋到腦後吧！在這綠野山林的奔放裡！釋出您最暢快的情緒！大自然的絕對放縱及撒野，完全地表露無

疑。泛舟旅程挑戰出大自然與人類的可能與不可能，一般上，全程需要 50~120分鐘來完成，視當時河

水的水位而定；午餐於岸邊享用野餐式的午餐。 

註：九如泛舟為初級河道，泛舟活動基於安全理由，年齡未滿 4歲或 70歲以上者及患有高血壓、心臟

病及孕婦等，不建議參加。 

註：1.攜帶換洗衣服。2.穿尺寸適中的拖鞋或珊瑚礁鞋。3.不要穿戴首飾。4.戴眼鏡者，最好使用具彈

性並可調整鬆緊的帶子來支撐鏡架。5.戴隱形眼鏡者，奉勸你換上一副眼鏡上陣，以免隱形鏡片

被河水污損。 

 

★B【南洋風舒活精油按摩(120分鐘)：新台幣 2300元/人(四人成行)】：放鬆心情特別為您安排傳統南

洋風的 SPA館，享受最能解放身、心、靈的獨家配套療程。 

註：16 歲以下發育未完成故不安排本活動。 

註：建議 SPA按摩小費 RM10。 

 

★C【馬里馬里文化村(含午餐)：新台幣 2000元/人(四人成行)】：親身體驗沙巴原住民純樸自然的生活，

在同一地點體會沙巴多樣化的文化。每個原住民家庭是由各部落的後裔建蓋，憑借各原住民傳統建築風

格，不僅描繪這些部落村莊的建築天才，通過其傳統的房屋，加上一系列的模擬古代各部落居民的村莊

生活，他們為您提供一個真實的經歷，如時間倒流般，看到原住民生活的一切和周圍，找回過去的記憶。

您可以進入房內，了解每一個部落他們既簡單又細緻的日常生活；當您穿梭在村莊時，不時停下腳步來

觀賞示範小屋的傳統工藝表演，彷彿走入舊時代的生活。例如，制作打獵用的毒箭吹筒、用樹幹來起火、

演示馳名的紋身等，並安排欣賞一場當地的馬來文化秀表演。文化村的設計，讓您在看、聽、味覺和感



覺上，感受到沙巴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化，讓您能更深入認識真正的沙巴。 

 

★D【美人魚島一日遊(含午餐)：新台幣每人 NT2500元/人(四人成行)】：曼塔娜妮群島由 3個島所組成，

渡假村位於最大的島西北方，島中央是熱帶雨林，周圍是潔白的沙灘包圍小島。晴空萬里的藍天，皎潔

細柔的沙灘上，海風徐徐輕拂，青蔥翠綠的椰林處處隨風搖曳，清澈碧澄的海風因風吹過而疊起了層層

紋線。遠處，水天交接。碧澄海水下，是另一個美麗的世界：若隱若現的繽紛珊瑚，悠游自在的魚兒水

中游，這裡是潛水家的樂園。接近正午時分，香甜的燒烤午餐正誘惑著我們，在白沙、椰林及徐徐海風

吹拂下，享用露天午餐味美 BAR.B.Q，沙巴迷人的魅力全部展現在眼前。 

註：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 

註：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並聽從導遊及領隊的指揮進行。 

註：請注意自身安全，潛水時請小心礁石跟海膽，若確定要在水裡走請穿鞋或者自備潛水襪。 

 

★E【神山波令溫泉+樹頂吊橋(含午餐)：新台幣 2500元/人(四人成行) 】： 

★神山：東南亞海拔最高的山，高度 4,093米，距離亞庇大約 85公里。神山國家公園是森林保護區，

含蓋範圍 754平方公裡。從亞庇出發，前往國家公園位於海拔 1,558的總辦事處，約需兩小時車程。 

★神山牧場：是沙巴本地的畜牧乳品加工廠，位於 Mesilau 高原，農場距離神山不遠，在這裏可以欣

賞無邊無際的田園風光、遍佈在草原各處的牛群，品嚐新鮮奶製品，香濃牛奶及冰淇淋等食品，還能親

近小動物、餵食牛羊，是親子遊的好地方。 

★波令溫泉區：此地建造了多個露天日本式浴池和多間豪華室內浴池，此溫泉對人體具有相當好的治療

與健康美容消除疲勞的效果；您可在此享受難得的閒暇，舒舒服服的泡在溫泉裡解放日積月累的疲勞。 

註：請貴賓自備泳裝及泳帽！個人湯屋需另付費，依房型而分 1小時馬幣 15~20元不等。 

★樹頂吊橋：體驗專為叢林棧道間小動物所架設的空中棧道，高空的吊橋只有 50公分的寬度，體驗驚

奇的森林之旅，並一邊欣賞熱帶林中不可思議的生態世界，一邊感受異國森淋浴特殊的情調及負離子的

吸收。 

註：前往樹頂吊橋如攜帶相機及攝影機者，須自行負擔相機稅(RM5/台)及攝影稅(RM30/台)。 

 

★F【威斯頓長鼻猴與螢火蟲濕地生態之旅(含晚餐)：新台幣 1800元/人(四人成行)】：下午出發前往長

鼻猴生態螢河保護區 前往期待已久的這位於亞庇的南部熱帶雨林，是最熱門的生態雨林區。準備好上

路的心情，搭乘長尾船暢遊於紅樹雨林間，盡情感受這盤根錯節的環境中另一種亂中有序的自然生態，

展開神秘刺激的熱帶雨林之旅，出發尋訪野生長鼻猿的神秘足跡。進入沼澤紅樹林，在這藍天綠水、幽

密深野的熱帶原始叢林兩岸，一窺只有生長在婆羅洲島瀕臨絕種的長鼻猴，雄性的長鼻猴特徵為下垂的

巨鼻、粗腰、白尾，身邊圍繞一批傾慕牠的雌性伴侶，偶爾還能發現其他稀有猿猴的蹤影；沿途經溼地、

沼澤、叢林，經專業導遊的生態解說並追蹤婆羅洲特有長鼻猴之族群，望遠鏡下的世界充滿驚奇。 

註：請旅客務必穿好救生衣以策安全並自備望遠鏡。 

註：為因應臨時的天候變化，建議請攜帶雨具或防水薄外套以便不時之需；防蚊液請自備。 

註：本日因路程問題，晚餐若安排於返回亞庇市區享用則時間過晚，故僅能安排於當地享用；唯當地僅

能安排簡易式晚餐，若有不盡理想之處，敬請見諒。 

 

★G【東姑阿都拉曼國家公園〜馬慕迪島逍遙遊(含午餐)：新台幣每人 NT1500元/人(四人成行)】：東姑

阿都拉曼國家公園由五個島嶼組成，分別為：加雅島、沙比島、馬努干島、馬慕迪島及蘇祿島。潔白細

沙、小森林世界上少有的無污染海洋世界、海洋生態保護區聚集最多熱帶魚享受迷人潔淨的海灘，也是

活動區域最大、環境幽美、清澈如水晶的海水，是最佳浮潛的熱帶島嶼，肉眼即可見著的透澈海底美麗

珊瑚，您可要把握這難有的機會。水質純淨的海洋國家公園，清晰可見的魚群就在我們的腳下。豔陽高

照雲淡風輕的時光，總是讓人忍不住想要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在您盡情投入海洋之際，別忘了穿上最亮

麗的泳衣，最佳女主角換您做看看。★馬慕迪島逍遙遊(提供浮潛用具：面鏡、呼吸管、救生衣)：正式

下海與熱帶魚人魚共游玩親親，清澈的海域讓珊瑚礁，彩色的魚無所遁形，海洋生態觀賞活動。午餐安

排享用 VIP燒烤自助餐。 

註：本日請旅客自備泳裝。 

註：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並聽從導遊及領隊的指揮進行。 

註：請注意自身安全，潛水時請小心礁石跟海膽，若確定要在水裡走請穿鞋或者自備潛水襪。 



 

第四天 全天自由活動，今日不派車【可自費選擇配套行程(含車導)】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or 自費行程配套餐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住宿 :五星級太平洋飯店(GOLF VIEW）或同級 

您可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優閒的清晨，在自由活動的一天裡，探索著沙巴的建築人文風情，盡

情的安排整天的自由時光，體會沙巴的美好 or可自費選擇配套行程。 

 

第五天 亞庇→沙巴歷史見證文化遺產之旅(默迪卡獨立廣場、艾京生大鐘

樓、沙巴旅遊局、澳洲坊)→土產店→巧克力店╱桃園 
早餐：酒店內早餐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沙巴歷史見證文化遺產之旅】： 

▲默迪卡獨立廣場：北婆羅洲於 1963 年 9月 16日，在廣場上舉行宣佈獨立儀式，同時取名為沙巴。 

▲艾京生大鐘樓：北婆人民為了紀念艾京生這位縣官，建造了一座紀念碑。這座大鐘樓也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時候其中 3座沒有被炸毀的建築物之一。 

▲沙巴旅遊局：第二次大戰時，遭聯軍炮火洗禮後倖存的三棟建築物之一，被列為歷史遺物古蹟；澳洲

坊為 1945 年期間，澳洲軍人登陸札營的老街。 

▲澳洲坊：為 1945年期間，澳洲軍人登陸札營的老街。 

▓【土產店、巧克力店】：選購名產，為您的家人及朋友採購禮物，滿足您的採購慾望。 

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並帶著風下之地的美麗景色，揮別這墮入凡間的天上人間－沙巴，於晚間抵達台

灣，畫下另一次相約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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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阻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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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團費包含： 

住宿酒店 (二人一室)及上列敘述行程費用、台灣&馬來西亞二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稅、200萬旅約責

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每人托運行李 20公斤、手提行李 7公斤。 

2. 團費不包含： 

各種私人消費：新辦護照費、每日旅館客房清理及行李小費、電話費、洗衣費、行李超重費、行程

外之自費活動..等。 

3.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團費另計。 

4.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4人以上(含)，以 MINI TOUR型態進行，則台灣將不派領隊隨行，並由外站

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16人以上(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註:無派領隊且無法配房的情況下，卡單旅客需支付單房差。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差不多都有付小費的習慣。 

1.每天起床後，於床頭之小費，馬來西亞每間每天約馬幣 2元(或相等的當地的幣值) 

2.馬來西亞旅館之行李員上下行李進出房間時，請給小費約每件馬幣 2元。(或相等的當地的幣值) 

3.導遊司機服務小費:團體或自由行人數 04-6(含)位=台幣 300元/每人/每日；07-15(含)位=台幣 200

元/每人/每日 

 



 
《馬來西亞》自 2015年 9月 15日起，台灣護照(效期至少六個月以上)，進出馬來西亞觀光免簽證，可

停留 30 天，入境海關時，須持有回程的機票備查及需準備每人每天 USD100 等同值貨幣的財力證明(含

信用卡)，現場海關會抽查，查到未符合規定之旅客，海關有權力決定旅客是否可入境。 

*孕婦懷孕滿六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目前實施關卡有：吉隆坡(KUL)、檳城(PEN)、沙巴(BKI)、沙勞越(古晉 KCH)、新山柔佛(JHB) 機場 & 新

山第一關口(Woodlands) 及 第二關口(TUAS) 共七個點。 

*辦事處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208室 電話：(02)2716-7075 

 

*馬來西亞不承認雙重國籍，持哪國護照進入中華民國需持同一本護照進入馬來西亞，也就是如果有雙

重國籍，加拿大護照及中華民國護照者，進入台灣時持中華民國護照之後要入境馬來西亞，不可享持

加拿大護照免簽入境馬來西亞，需用中華民國護照入境需申請馬來西亞簽證(如果二本護照都有蓋台灣

入境章及出境章，此條件就可享持加拿大護照免簽方式入境馬來西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