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馬 5 日 (全程無自費活動) 

出發.售價:08/03  24,999 元        08/19  23,999 元 

09/14、10/17、11/22  20,999 元        09/25、10/08、11/11  19,999 元 
   

行程特色 

☆☆《特別安排入住～馬來西亞吉隆坡 頂級酒店~悅榕庄 X 2晚 》☆☆ 

◆悅榕庄（Banyan Tree)◆ 

悅榕庄旨在各個城市裡打造綠洲，結合當地優美景色、融入在地風情，打造一間間專屬的奢華度假村，而馬來西亞首家悅榕酒店於

2018年 6月正式開幕於吉隆坡，選在馬來西亞最熱鬧的商務、購物與娛樂金三角中心，打造全新五星酒店。 

備註:此酒店大床房型居多，恕無法保證指定提供雙床房。 

 
       

 

☆☆☆☆☆新加坡景點☆☆☆☆☆ 

☆小印度 

瀰漫濃濃印度香料味的街上，販售著各式吸引目光的貨品：印度有名的咖哩粉、香料、沙麗布、金銀飾品，有典型的南印度建築風格及

特殊的彩繪。 

 
 



 

☆牛車水 

當初中國移民居住、工作及娛樂的區域在此你可隨處可見的店屋建築，外觀正面狹窄而內部深長，有中國巴洛克風。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 

世界級的渡假中心，人類建築史上的最新里程碑，地面上，連絡濱海灣往返交通的是名列世界 12大名橋的螺旋橋，其發想自 DNA腺體

的流線造型，充滿時尚感，這裡也觀賞濱海灣口風景的最佳地點。 

 
 

☆超級天空樹 

新加坡斥資了 200多億打造的濱海灣花園，出現了一群名為《超級樹》的機能建築。超級樹其實是個大溫室，當初設計概念便是以供應

生活機能為主要訴求，超級樹的樹葉會在白天的時候吸收太陽光，轉化成電能儲存，同時還具有遮蔭的效果。等到夜晚來臨，樹冠便會

亮起成為路燈，形成照明設備，主要靠的便是白天所蒐集到的太陽能。 

 
  

☆☆☆☆☆馬六甲景點☆☆☆☆☆ 

☆馬六甲之旅見證珍貴歷史 

歷史最為輝煌的麻六甲，經過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統治後，留下可觀的歷史遺跡，儘訴說著殖民時期的風華及馬來西亞豐厚的史實。 

 
 



 

☆復古三輪車～遊古城 

 
 

☆☆☆☆☆吉隆坡景點☆☆☆☆☆ 

☆雙子星廣場 

一座讓馬來西亞人產共鳴的特殊建築。 

 
 

☆城市規劃展覽館 

在這座藝術城裡，便記載了吉隆坡的發展故事、展示獲頒大馬紀錄大全最大模型─夜間獨立廣場和茨廠街木製模型地圖，以及分佈在吉

隆坡多座古舊建築物模型。 

 

 

☆☆☆☆☆當地特色美食饗宴☆☆☆☆☆ 

◆五星級飯店河畔冰品 

◆奶油螃蟹餐 

◆麻六甲娘惹餐 

◆海鮮蒸氣鍋 

◆湖景餐廳瓦煲風味餐或隆盛東坡肉 

 

■馬六甲精選酒店 

ECO TREE HOTEL MELAKA: 

位於馬六甲市中心步行便可抵達購物中心，飯店有 166間客房，擁有馬六甲最高樓層的游泳池及 360度觀景台，可在泳池酒吧點上一杯

茶，放鬆心情的享受日出或日落的全景。(WiFi免費) 



 
 

海峽飯店(The Straits Hotel & Suites - Managed by Topotels)【請點選這】 

提供 352間寬敞的豪華客房和豪華套房，滿足當今的現代生活方式。每間都配有大窗戶，提供充足的自然採光，陽台和景緻壯觀的景色。 

  
 

每日行程  《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 1

天 

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  

台北 新加坡 市區觀光(One Fullerton 魚尾獅公園、濱海藝術中心、小印度、阿拉伯香水街、牛車水) 超級樹、濱

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螺旋橋、賭場、頂級購物廣場、時尚美食中心) 新山 

【新加坡】東南亞最美麗的花園城，也是東南亞治安最好的國際都會城市，不但匯集了世界各國的美食佳餚，更是一處免稅的

購物天堂。 

●【ONE FULLERTON魚尾獅公園】，魚尾獅面貌 8.6 公尺高、70噸重的魚尾獅於浮爾頓旁的河畔新地點，靜靜的注視著往

來的人潮，彷若歡迎遊人的到訪 

●【濱海藝術中心】其獨特的造型，也已成為新加坡的新地標，絕對是旅客不可錯過的造訪地點。 

●【小印度區】走在小印度區的主要街道—實龍崗路（Serangoon Road）上，迎面而來的是穿著鮮豔紗麗（sari）、眉心點著

一抹朱紅的婦女，耳朵聽到的是陣陣梵音，鼻子嗅到的是印度香料混雜的氣味，所有的感官都在告訴你，你已經來到了印度，

可是它卻存在新加坡的土地上！這是很不一樣的旅行經驗，來到小印度，您才有「出國了」的感覺，否則全世界的大都市都長

得一樣，新加坡的都會風貌很難讓人分辨出它的獨特性。 

●【阿拉伯香水街】有不少阿拉伯人專賣香水的商店，可請師傳們為遊客調製專屬的香水，還有各式華麗的玻璃瓶子供人挑

選，不論是送禮或是自用都很實用。 

●【牛車水】當初中國移民居住、工作及娛樂的區域在此你可隨處可見的店屋建築，外觀正面狹窄 

而內部深長，有中國巴洛克風。 

●【超級天空樹】新加坡斥資了 200 多億打造的濱海灣花園，出現了一群名為《超級樹》的機能建築。超級樹其實是個大溫

室，當初設計概念便是以供應生活機能為主要訴求，超級樹的樹葉會在白天的時候吸收太陽光，轉化成電能儲存，同時還具有

遮蔭的效果。等到夜晚來臨，樹冠便會亮起成為路燈，形成照明設備，主要靠的便是白天所蒐集到的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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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海灣金沙擁有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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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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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光水舞秀】一個齊聚燈光、音樂及音效的驚奇表演。以令人屏息的交響樂為背景，Wonder Full 水舞秀使用電子燈光及雷

射特效陳述生命之旅亙古流傳的故事。舒適地坐下、放輕鬆並盡情享受。雷射光、探照燈、LED 燈、投影機及巨型水流螢幕交

織出視覺特效，讓自己在這樣驚人的演出中放鬆。 

http://www.straitshotelsuites.com/melaka/


 

※※※ 溫馨提示 ※※※  

 

◆根據新加坡法律年滿 21歲，且攜帶護照，才可進入賭場，進入賭場不可穿著短褲及拖鞋。 

◆聲光水舞秀:每天晚上 8 點及 9 點 30 分 2場，此為免費以當天為主，若卡維修恕無法退費。 

餐 食：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金沙美食中心(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 館：AMERIN HOTEL JOHOR BAHRU 或 V8 HOTEL 或 AMANSARI HOTEL NUSAJAYA  或同級 

第 2

天 

特別加贈五星級飯店河畔~特色煎蕊冰  

新山 馬六甲(聖淘沙百年老宅、愛國者之屋、荷蘭紅屋、大鐘樓、基督堂、古城堡、聖保羅教堂、雞場街、有故事咖啡館、

三輪車遊古城) 

【馬六甲】1396年由流亡拜里米蘇拉王子建立，經過歲月洗禮，遺留下來的是豐富 600年歷史故事，2008年，馬六甲和檳城

一起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 

●【聖淘沙百年老宅】保留百年前麗摩斯馬來傳統屋原貌，此別墅歷經九代相傳，至今仍有人居住得《活古蹟》的美稱。在這

可參觀其綠意盎然的庭院，屋內擺放的各式古器古董等。 

●【愛國者之屋】比鄰老宅，其屋頂漆上輝煌條文(馬來西亞國旗)展現其愛國情操。在此身歷其境著實可好好體驗一番馬來文化

饗宴。 

●【荷蘭紅屋】荷蘭統治馬六甲時期最高行政中心(總督府)，建於 1641~1660 年，也是荷蘭人擊退葡萄牙人而佔領的第一個建

築物。 

●【大鐘樓】建於 1886年，由當地峇峇望族陳金聲家族所捐建，時鐘至今乃在運作。 

●【基督堂】建於 1753年，反映荷蘭建築風格。基督堂的教堂長凳為當時手工製作的，加上無縫的天窗，一個聖經的銅複製

品，一塊用亞美尼亞文書寫的基石，及一副《最後的晚餐》的複製品，為教堂特色。 

●【古城堡】16世紀由葡萄牙人建築為抵抗荷蘭人所建立。 

●【聖保羅教堂】由 DuarteCoelho 的葡萄牙將軍所建。此教堂曾為荷蘭人佔領並將它變為一個貴族的墓園。 

●【三輪車】坐上大叔們精心布置特色的遊古城。 

PS:需付車伕小費一台車馬幣 2。 

餐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奶油螃蟹風味餐  晚餐／麻六甲娘惹餐  

旅 館：HATTEN PLACE MELAKA 或 ECO TREE HOTEL MELAKA 或 THE STRAITS HOTEL & SUITES  或同級 

第 3

天 馬六甲 土產巡禮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 城市規劃展覽館 巧克力專賣店 雙子星花園廣場 亞羅街夜市 

◎【土產店】冬革阿里、豆蔻膏、追風油、肉骨茶等等。 

◎【錫博物館】創始人楊堃於 1885 年開始製作，由於純手工材質精美、紋飾細緻，被大馬蘇丹封為「皇家」。館內除了展示

挖錫的大型剷斗，並以 7062個錫杯疊成高達 9公尺的雙子星塔成為鎮館之寶。皇家雪蘭莪工作滿 30 年的員工可在展示牆留下

手印，手印下還刻著主人的姓名，300多個手印見證錫屑飛揚的歲月。除了展示空間，並規劃錫鑞互動空間，遊客可輕敲錫製

樂器的美妙音律 ，也可在錫製大天平，玩秤自己的重量。 

◎【巧克力】各式各樣巧克力人氣最紅是提拉米蘇口味。 

◎【城市規劃展覽館】在這座藝術城裡，便記載了吉隆坡的發展故事、展示獲頒大馬紀錄大全最大模型─夜間獨立廣場和茨廠

街木製模型地圖，以及分佈在吉隆坡多座古舊建築物模型。 

◎【雙子星塔】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優雅，高 451.9 公尺，以鋼鐵和玻璃為主要建築材料，也因電影“將計就

計”在此拍攝而聲名大噪，這也是您不可錯過的景點，一至六樓的購物商場，您也可以趁機血拼一番，滿足您的購物慾望。 

 

●【食尚玩家也推薦的亞羅街夜市(Jalan 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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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感受異國的馬來文

化。有名的黃亞華燒雞翼及烤沙爹最值得來品嚐，另外還有蕉葉紅燒魔鬼魚及福建炒麵也是不容錯過的!! 

※※※ 溫馨提示 ※※※  

 

◆因直屬馬國政府的國油公司所以無法入內參觀，只能到購物商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海鮮蒸氣鍋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 館：★保證入住  悅榕庄度假村   

第 4

天 

五星悅榕庄設施自由玩  

悅榕莊度假村 BANYAN TREE KUALA LUMPUR~全天自由活動 

佔據 Banyan Tree Signatures Pavilion Kuala Lumpur 大廈的最高的七層樓，吉隆坡悅榕莊擁有 55間裝飾陳設精緻且處處彰顯

現代主義韻味的客房與套房，面積從 51平方米到 200平方米不等，絕大部分的房間還能夠遠眺城市地標建築國油雙峰塔以及

吉隆玻塔。客房內還設有悅榕莊特色香薰、色彩療法淋浴，套房內更配有私人悅心池，為賓客打造一座感官的聖殿。 

 

此外，酒店內還設有四間令人為之興奮的餐飲場所，帶給賓客無與倫比的味覺享宴及美食之旅。從大堂入口處的法式風格西餅

店 BAKE BY BANYAN TREE、53 樓的天際下午茶和葡萄酒酒廊 ALTITUDE、再到 58樓的精緻牛排餐廳 HORIZON GYALL

和 59樓的全市中心最高酒店屋頂酒吧 VERTIGO，吉隆坡絕佳的餐飲場所都匯聚於此。 

 

悅榕 SPA也將為尋求身、心、靈新生的賓客，帶來深刻印象。將世代相傳的美容秘方與古老健康療法完美融合。所有的按摩

護療都以《純手法和技藝，非高科技儀器》的法則為基準，並同時配合天然草藥和香料的運用來詮釋傳統亞式療法。共有四間

雙人 SPA護療室，其中一間更配有悅榕 SPA獨創的特色護療——雨露護理。此護理完美結合了陣陣雨淋及暖暖蒸氣浴，緊隨

其後的則是身體護理。通過專業護療師巧富靈性的雙手及輕重合宜的按摩力道，賓客將會在無與倫比的舒適中盡情放鬆自己。 

餐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旅 館：★保證入住  悅榕莊度假村   

第 5

天 乳膠專賣店 吉隆坡 台北 

◎【乳膠專賣店】此商品最主要的原物料來源就是橡樹汁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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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原產國一定要前往橡膠工廠體驗一下。 

 

準備搭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精彩的馬來西亞+新加坡之旅，敬祝您旅途愉快！ 

餐 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湖景餐廳瓦煲風味餐 或隆盛東坡肉  晚餐／溫暖的家  

旅 館：溫暖的家   

  

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8/08/03 五 中華航空 CI753   桃園機場  07:50  新加坡機場 2018/08/03 12:25  

2018/08/07 二 中華航空 CI722   吉隆坡機場  14:40  桃園機場 2018/08/07 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