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巴渡假 5+1 日 

出發日期:12/28   售價:19,900 元 

 

 

搭機參考航班(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説明會上確認的航班為準。) 

 
班機日期 參考航班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1 2018-12-28(五) MH7161 桃園機場 22:00 亞庇 01:30 

2 2019-01-02(三) MH7162 亞庇 01:45 桃園機場 05:1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國際機場／亞庇機場／貼心安排抵達後提早入住飯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懷著愉悅的心情跟著我們前往國際機場集合，準備展開一個休閒渡假又不

失刺激好玩的『南洋婆羅洲美麗假期』。 

■出發嚕！計畫許久的旅遊終於出發了，或許因為太過興奮您無法在機上入睡，機上有許多娛樂設

施，遊戲機、旅遊頻道、各式音樂以及首映電影等等...，或許您可以有個舒適的睡眠以迎接即將開始的

旅程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機上享用 

夜宿  婆羅洲飯店 Grand Borneo Hotel/宜必思飯店 ibis Styles Kota Kinabalu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沙庇島國家公園－大堡礁世界(贈送每人玻璃底船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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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商場 

婆羅洲大堡礁世界 Borneo Reef World》 

於亞庇西邊離東姑阿都拉曼海島公園，有個東南亞最大的水上休閒浮橋“婆羅洲大堡礁世界 Borneo 

Reef World ” 。浮橋的平面積總共有 24.5 米寬， 11.8 米高及 37.5 米長，是由海洋級高防鏽鋁所搭建而

成。海底隧道，可讓您清楚見到許多海底天然珊瑚礁及種類繁多的魚兒在水中悠遊玩耍。在您盡情投

入海洋之際，（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我們準備好浮潛用具蛙鏡+呼吸管，正式下海與熱帶魚人魚共遊玩

親親，清澈的海域盡是豔麗壯觀的珊瑚礁群，這裡是色彩繽紛的熱帶海洋生物之安樂家園。寧靜的海

洋及種類繁多的海洋生物。 

東姑阿都拉曼國家公園●沙比島》 

潔白細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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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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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海洋國家公園，清晰可見的魚群就在我們的腳下。（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我們準備好浮潛用具蛙

鏡+呼吸管讓您在此體驗浮潛。 

溫馨小提示 

註 1：我們貼心為您準備好浮潛面鏡&呼吸管與救生衣，請您在規定的安全區域內正式下海。 

註 2：從事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具，並聽從導遊及領隊的指揮進行。 

註 3：如遇器材維修則以其它水上活動替代 

註 4：玻璃底船為贈送，無法轉讓，如因天氣或自行放棄一恕不退費。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大堡礁－海上平台自助餐 

晚 漁人碼頭海鮮餐 

夜宿  婆羅洲飯店 Grand Borneo Hotel/宜必思飯店 ibis Styles Kota Kinabalu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市區觀光(回教金頂清真寺、普陀寺、沙巴基金會大廈)／百工訪／馬來風味下午茶｜藍美灣

長鼻猴奇遇＋夕陽巡航｜螢河遊蹤   

水上清真寺》 

這座水上清真寺就是市立回教堂（City Mosque），又稱藍色回教堂，坐落在里卡士灣(Likas Bay)畔的一

個人工湖上，就像是浮在水上的清真寺，莊嚴典雅融合了現代建築藝術及回教風格，圓頂鑲金，形成

一幅美麗的圖案。一樓大殿構築宏偉，可容納約 5,000 名信徒。 

沙巴普陀寺》 

為華人出資在當地興建的佛教寺院。寺內建材多由中國入口，寺內雕梁畫棟，景色優美，並設有回廊

小亭，極具中國建築特色。 

沙巴基金大廈》 

這裡是很聞名的拍照景點！31 層樓高的沙巴基金局大廈，座落在 LIKAS 灣，距離哥打京那巴魯大約 10

分鐘的車程。這是一座擁有 72 個邊的大型、現代化、全由玻璃覆蓋的大廈。它是一座非常顯眼的城市

座標，從好遠處可以看到這座大廈。 

深度熱帶雨林神奇&長鼻猴之旅》 

驅車前往觀賞婆羅洲特有長鼻猴，抵達後先享用傳統馬來茶點並稍做休息。您亦可拿著釣線到碼頭處

展現您天才小釣手的高超釣技，看看您是否可以釣上沙巴獨特的淡水龍蝦位大夥門晚餐加菜！隨後搭

乘小艇展開神秘刺激的熱帶雨林河川之旅，隨後專業導遊將為您一一介紹兩岸幽密深野的熱帶原始雨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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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垂的巨鼻、粗腰、白尾，身邊圍

繞一批傾慕牠的雌性伴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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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連串驚喜獨特的熱帶叢林河川之旅後，返回碼頭餐廳享用

非常非常道地的原住民馬來風味餐，以及沁涼的飲料，品嚐各式各樣的馬來傳統香料佳餚。 

螢河夜遊 像極了聖誕樹》 

夜幕件件低垂，見證大自然神奇造物的美景。搭乘小艇夜遊螢河行程，林間螢光點點輝映夜空點點星

光，那由螢火蟲佈滿河邊整排的樹林，那種天然的聖誕樹保證又是讓您為之驚奇！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南洋美食市集 南洋美食市集 南洋美食市集 -S7 大排檔：每人代金馬幣 大排檔：每人代

金馬幣 大排檔：每人代金馬幣 大排檔：每人代金馬幣 15 

晚 藍美灣夕陽馬來鄉村風味晚餐 

夜宿  婆羅洲飯店 Grand Borneo Hotel/宜必思飯店 ibis Styles Kota Kinabalu Hotel 或同級 

第 4 天 沙巴<恣意悠哉的度假心情>／也可自由選擇各項自費活動／PARTY超級跨年夜 

自費１【美人魚島 Mantanani 浮潛一日遊/含午餐】 

美人魚島由 3 個島組成，這三個島周圍有清澈晶瑩的海水，長長的白沙灘，陪侍在一旁的椰子樹，組

成的配搭令您可以潛水、浮潛、玩海上獨木舟、在島上進行各種活動，也可以留宿過夜。這裡海域發

現三艘沉船，已變成各種美麗海洋生物的家園了。這裡已開發了 20 個潛水點，對初學和富經驗的潛水



人士，兩者皆宜。』 

費用包含：來回車/船接送，BBQ 午餐， 浮潛鏡&救生衣，2 次浮潛，每次約 45 分鐘，導遊/教練服

務。 

自費 2【九如河專業泛舟中心】 

為了您的度假安全及樂趣，我們特別安排，全程均有合格專業風趣的河流導遊帶領各位穿越激流河

谷，體驗一個刺激的高動能運動。早餐後，專車前往神山半腰處的展開驚險刺激又安全的九如河泛

舟，當抵達泛舟區時，隨之穿上船家為您準備的泛舟裝備並展開在湍急的河流上進行一趟泛舟冒險之

旅，專業指導員會隨行負責導航及安全措施，對不少初學者而言，這趟激流探險無疑是「刺激十足」

的！從起點至終點，這趟約莫六至七公里的河程，在高潮、低潮、漩渦及激流不斷的衝擊下，乘載著

五至六個人的橡皮艇，必須在起伏和搖擺不定的考驗下，由組員合力把橡皮艇筏撐至終點。放心！對

這項挑戰躍躍欲試者，其實毋需擔心「不諳水性」或「無能為力」的問題。只要事前做好一切安全措

施，並能依照專人的指示，任何人都可以參與。一路上山巒起伏，有險峻的河谷、梯田及小徑人家，

沿途景色優美層層相疊的梯田和遼遠的椰林景觀，讓您驚嘆不已，直呼過癮。接續而來的激流與兩岸

的河谷景觀，加上風趣的舵手，讓整個泛舟行程樂趣達到最高點；並於泛舟終點享用泛舟豐盛的燒烤

午餐。 

費用包含：來回車程、BBQ 午餐及導遊服務 

【溫馨小提示】 ■如有參加自費的各項活動，請額外支付導遊小費每人台幣 300 元 

沙巴跨年倒數迎接 2019 超有意思 

亞庇五星級絲綢太平洋渡假村、位於絲綢港灣完全無受污染且重滿茂密草木的海岸旁，可面對南中國

海的日落美景，以及被島嶼所環繞著的沙巴首府，可算是全沙巴最豪華的飯店。2018 年 12 月 31 日晚

上 9 點到凌晨 1 點，特別安排在太平洋渡假村海濱旁盛大舉行跨年晚會活動安排如下： 

《熱音 DJ》更特別邀請了馬來西亞最熱門的 DJ Darling Sabrina 與新加坡 Wonder Girls 熱情表演。 

《現場氣氛》搭配著主持人串場、現場打擊樂器、精彩火舞秀及舞蹈演出等等。 

《美食美酒》絲綢太平洋渡假村在現場更準備了美味 BBQ 食物、啤酒、軟性飲料等歡樂暢飲 

《幸運大獎》加上精彩的幸運抽獎活動繞這一天的夜晚歡樂不斷 

《跨年煙火》除此之外更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壯觀華麗的跨年倒數煙火秀喔，芬達旅遊邀請您與我們一

起前來五星級絲綢太平洋渡假村瘋跨年吧。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敬請自理 

晚 飯店自助餐 或套飯店自助餐 或套飯店自助餐 或套飯 

夜宿  婆羅洲飯店 Grand Borneo Hotel/宜必思飯店 ibis Styles Kota Kinabalu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沙巴鱷魚公園／红林灣遊河觀賞：水獭、鱷魚、野猴、白鷺鷥、海雕栖息地、水上人家、蜡

染、獨木舟、趣味吹箭、馬來風味下午茶、海灣賞夕陽／喔米阿給雜貨店／乳膠博物館、手



工巧克力、南洋美食小吃｜台北 

接著帶著雀躍的心情跟隨著導遊前往亞庇市郊擁有美麗沙灘、龐大的紅樹林、豐富的自然生態以及熱

情的工作人員~搭乘快艇暢遊最具規模的紅林灣。沙巴的下午是寧靜的，毫無城市中的喧囂，彷彿身在

伊甸園般輕鬆自在，這兒擁有一片未經開發的沙灘及野生植物森林生態。同時還可以玩竹竿踩高蹺試

一試您的腳力；更有讓您大呼過癮的吹箭跟彈弓射擊喔。累了你可以在樹林間找張舒適的吊床，小憩

一下渡過悠閒時光，小朋友們也可在樹林間驚奇的發現小松鼠等野生動物。此地絕對讓您回味無窮，

樂不思蜀，歡樂一下午。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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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後專車前往沙巴州立自由選購南洋的喔米丫給贈送親友；要告訴您一個不能錯過的沙巴伴手禮，盛

產可可的馬來西亞更是亞洲【巧克力】主要出口國家，不論是香醇的純巧克力、黑巧克力，更要推薦

給您的就是香甜不膩的水果巧克力（榴槤、芒果、草梅…等）保證讓您愛不釋手，更是您送給親朋好

友最佳伴手禮。再離開沙巴之前，一定要帶您前往品嚐印度式下午茶的拉茶薄餅，體會更不一樣的飲

食文化！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揮別這墬入凡間的天上人間－沙巴，讓「風下之鄉」－沙巴的美麗景

色，裝入您的行囊，隨後專車接往機場，搭乘班機返回台北，結束愉快的旅程，畫下令一次相約的句

點。 

餐點 早 飯店內早餐 

中 鄉宮馬來風味餐自助吧 鄉宮馬來風味餐自助吧 鄉宮馬來風味餐自助吧 鄉宮馬來風味餐

自助吧 鄉宮馬來風味餐自助吧 +紅蟳海鮮火鍋 紅蟳海鮮火鍋 紅蟳海鮮火鍋 +東格阿里老

火雞湯 東格阿里老火雞湯 東 

晚 紅林灣奶油老虎蝦+人参雞+螃蟹餐 

夜宿  夜宿機上 

第 6 天 清晨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清晨抵達台北，結束難忘的一天。 

 

=若自然及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順序之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餐點 早 敬請自理 

中 敬請自理 

晚 敬請自理 

夜宿  甜蜜的家 

注意事項 

本行程系列以最低出團人數為兩人以上(含)《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

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於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

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需付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為每

位貴賓每天 NTD200)。若當團人數達 15 人以上，則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2017 年 9 月 1 日徵收旅遊發展稅費用每房每晚 RM10，請於入住飯店時，一同付給櫃台即可，因無法

包含在房費裡需客人自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MINI TOUR(外站均有可能會合車...如指定不合車則需另加車資)  



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一萬元,人民幣 2 萬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

10 萬元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２０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新台幣１７０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

則 

服務小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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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東南亞也

不例外。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  

＊旅館行李員每次每件馬幣 2 元  

＊床頭小費每間每天馬幣 2 元  

電壓：東南亞的電壓為２２０伏特，如帶電器用品請自備變電器 

 

電話：從<台灣>打電話到馬來西亞  台灣國際冠碼（002）+馬來西亞國碼（60）沙巴（88）+ 電話號

碼 

從<馬來西亞>打電話到台灣  馬來西亞國際冠碼（00）＋台灣國碼（886）+台北區域號碼（2）+台

北家中電話 

地理位置：馬來西亞位於東南亞核心地帶，由台北向南飛行約四小時之內可抵達，是由馬來半島及婆

羅州上的沙巴和砂勞越組成遍於沙巴的京那巴魯山（神山）是當地最高峰。 

氣候：沙巴位於赤道附近，氣候常年如夏和濕潤，無四季之分，全年的溫度變化小，氣溫常年介於攝

氏２３度至３３度之間，高原地帶清爽。在沙巴旅遊，基本上全年都適宜。建議您衣著以輕便清爽為

主。 

盥洗用品：請自備牙刷、牙膏、游泳衣、褲、帽、拖鞋。 

語言：馬來語是國語，但英文也廣泛的被使用著。其他主要使用的的語言是中文和淡米爾文。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

罰款。 

中華航空公司：懷孕滿 6 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長榮航空公司：懷孕滿 6 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因馬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進出台灣＋進出馬來西亞全部都要使用同一本護照，若無法順利入境馬國或

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行方式之權利 

馬來西亞海關入境最新規定  

2015 年 09 月 15 日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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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值貨幣的財力證明(含信用卡)包含老人＆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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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夜間搭船前往參觀螢火蟲時 請注意安全，並穿戴救生衣。   

【建議小費】給予服務人員小費不僅是一種風俗習慣，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僅將各項有必要賦予的

小費建議如下： 

                     

                    參加豪華行：導遊＆司機 人數 9 人以下     每人每天台幣 300 元 

                    參加豪華行：導遊＆司機 人數 10 位以上每人每天台幣 200 元＊若派遣領隊則支付導遊&領隊每人

/每天各台幣 100 元 

                    參加自由行：導遊及司機 每人每趟台幣 2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