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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徐  珮 涵  02-2523-7728 

 
2018/02/17【馬來西亞】大紅花海上渡假村、熱氣球主題公園六日  

NT:33,500 元/人 含稅、司機導遊小費 

 

行程內容 



 



 

參考航班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5:10 20:05 桃園 TPE / 吉隆坡 KUL  馬來西亞航空 MH367 

第 6 天 09:25 14:20 吉隆坡 KUL / 桃園 TPE  馬來西亞航空 MH366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 / 吉隆坡 

搭機前往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有著花園城市的美名，位於馬來半島的心臟地帶，因為時代變遷，

有許多不同族群的人民在這裡共同相處、生活，使得東方色彩與西方文明巧妙地融合，風俗傳統別具特

色，多元文化活力無窮。 

早餐：溫暖的家  中餐：溫暖的家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 IBIS STYLES FRASER-BUSINESS PARK HOTEL(宜必思風格弗雷澤酒店)法國雅高集團 或同等 

 

第 2 天 吉隆坡－未來太子城－首相署－粉紅清真寺－千禧記念碑－熱氣球主題公園(含門票.搭乘熱氣

球)－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三寶廟、三寶井、荷蘭紅屋、荷蘭廣場、大鐘樓、聖方濟教堂、葡萄

牙古城門、聖保羅教堂、雞場街(有故事的咖啡館)－花花三輪車遊古城－雙島海上清真寺－小娘惹文化

村+娘惹文化舞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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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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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爲普特清真寺（MASJID P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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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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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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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公頃的公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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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氣球主題公園】Skyrides Festivals Park 位於布城湖畔 Putrajaya Lake 旁邊。最吸引目光就是

Skyrides 空中熱氣球，它可是斥資了 RM3000 萬打造的氦氣球，是馬來西亞首個最大型的空中氣球。熱

氣球以每分鐘 30 公尺的時速緩緩上升到 100 多公尺，一次最多可容納 30 人，乘客可以 360 度欣賞布

城美景。 

【三輪車遊古城】徐徐微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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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在徐徐微風中一邊看著麻六甲古城.一邊欣賞著麻六甲河畔風光。 註：麻六甲三輪車遊古

城需付車伕小費 RM2/一台車。 

【麻六甲海峽清真寺】位於人工修築的馬六甲島上，如果水位高，看起來就像一個浮動的建築。這座清

真寺佇立在麻六甲的海洋上，建築地基以柱子打入海中，只有入口處與陸地連接。每當海水漲潮時，清

真寺宛如浮在海上。清真寺面對著西面大海，每當夕陽西下，又是另一種美景。 

【小娘惹文化村】伴隨著馬六甲的歷史而衍生了南洋獨特的峇峇娘惹文化,他們有自己的語言﹑飲食及服

飾。特別安排您觀賞在悠揚的樂聲中搭配精美的服飾,協奏出一場美麗的婚宴舞台劇。就讓我們一起歡天

喜慶的迎接這婚禮吧~。 *.熱氣球升空需配合天候狀況調整時間，若因天侯關係無法升空或是維修，則

改為太子城遊船替代。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隆盛東坡肉 RM25  晚餐：小娘惹文化村+娘惹文化舞蹈表演 RM22    

住宿： IBIS MELAKA HOTEL(宜必思麻六甲酒店)法國雅高集團或同等 

http://www.ibis.com/gb/hotel-8552-ibis-styles-kuala-lumpur-fraser-business-park/
http://www.accorhotels.com/zh/hotel-9101-ibis-melaka/index.shtml


  

第 3 天 麻六甲－馬來鄉村來作客：(體驗坐復古牛車+穿著馬來傳統服裝拍照+椰子冰沙每人一杯+手製

木薯糕+特色馬來糕點+咖啡或拉茶熱飲)－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海上噴泉水舞秀)  

【馬來鄉村來作客:體驗悠閒馬來式牛車樂下午茶】叮鈴叮鈴牛鈴聲…悠閒地，一邊聽著牛兒的牛蹄聲，

一邊觀賞麻六甲的田園風景，風吹過木梢的風聲，平時的壓力和辛苦都消除了。體驗乘坐馬來復古式牛

車讓您回歸純樸一邊聽著大自然的聲音一邊放鬆心情，貴賓們親自穿著馬來傳統服裝拍照留念，贈送椰

子冰沙每人一杯+木薯糕+特色馬來糕點+咖啡和奶茶熱飲…..適合老少咸宜全家大小親子同樂，千萬不

要錯過喔。  

【2015 馬來西亞新地標~The Hibiscus 大紅花渡假村】壯觀瑰麗的海上璀璨明珠，獨一無二的夢幻式度

假天堂，盡顯豪華尊貴，讓您在休閒的氛圍中享受奢華的時尚生活。巧妙的大紅花朵概念設計讓您有如

倘佯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現代化的設計配上世界級水平的裝備，碧海藍天的海水、一棵棵椰樹挺立在潔

白的沙灘，四周綠樹成蔭，便利的娛樂設施以及水上休閒特區，將讓您釋放自我，重拾生活樂趣。浪漫

的夕陽美景，充滿了熱帶風情所獨有的閒舒情懷，盡顯高雅寧謚的魅力，在欣賞馬六甲海峽的同時，讓

您遠離塵囂，自我放縱一番。寬敞舒適的海上屋房間，給您高雅超凡的生活空間和寬闊無比的體驗。內

置二張特大號床鋪，現代化的傢私與陳設，配上由地板直到天花板的落地窗，透明玻璃地板觀海設計，

每間海上度假屋都有獨有專用的 ROOF LINE 特殊強化玻璃缸泳池，樂趣無窮的夜泳，足以讓您和家人

以及親友安心共度美好時光。 快來體驗 The Hibiscus 的夢幻國度，盡情投入夢寐以求的高尚悠閒生活

享受!  

晚上渡假村的【海上噴泉水舞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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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噴泉水舞燈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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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大好運中式合菜RM25  晚餐：渡假村內海濱小吃攤～每人發餐費RM30    

住宿： LEXIS HIBISCUS(大紅花海上渡假村) 或同等 

 

第 4 天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三井 OUTLET 購物城－土產巡禮－巧克力專賣店－雙子星花園

廣場－吉隆坡  

【三井 OUELET 購物城】Mitsui Outlet Park：東南亞最大規模的 Outlet Mall，於 2015 年 5 月開幕，由

日本知名度高的三井 (Mi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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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時裝品牌：BALLY、POLO RALPH LAUREN、HUGO BOSS 

等 ・歐美運動品牌： adidas、CONVERSE、new balance、PUMA 等 ・歐美日用品品牌：Clarks、Le 

Creuset、Samsonite 等 ・日本品牌：ACE、asics Factory Outlet、CITIZEN、ISETAN OUTLET 等 ・

亞洲品牌：BEST VALUE OUTLET、Sasa、Universal Traveller 等 ・馬來西亞本土品牌：BONIA、Carlo 

Rino、AKEMI UCHI、leather avenue 等 

【土產商店】您可自由選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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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專賣店】您可以購買到香濃醇郁、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回國饋贈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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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來到吉隆坡必定要造訪的景點之一，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

觀優雅。為好萊塢電影《將計就計》拍攝地點；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法入內參觀，廣場內有超

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方便逛街 敬請自理  晚餐：漁村海鮮風味餐 RM25    

住宿： SWISS GARDEN HOTEL(吉隆坡瑞園酒店) 或同等 

 
第 5 天 吉隆坡－國家皇宮(外觀)－黑風洞(招待每人燕窩一碗)－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乳膠專賣店－

吉隆坡市區觀光途經(獨立廣場.高等法院.國家英雄紀念碑)－城市規劃展覽館－巴比倫購物城－千禧星

光大道－食尚玩家推薦亞羅街夜市 

http://www.lexishibiscuspd.com/
http://www.swissgarden.com/hotels/sghkl/


【黑風洞】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險刺激，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它是一個巨大的鐘乳石岩

洞，自百年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一直是吉隆坡郊區最吸引遊客的觀光點。欲登上黑風洞，得先攀

登 272 層階梯才可抵達，洞內有一印度神殿，是印度教大寶森節慶祝活動的重鎮，洞內成群的猴子及蝙

蝠，也有一個四面雕著印度神話壁畫的小型博物館，洞內還有一個高達 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偶有陽

光斜線而入，呈現出奇詭莊嚴的氣氛，保證令您目瞪口呆。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安排專業人員解說，敘述雪蘭莪創辦人從 1885 年開始在馬來西亞發跡的歷

程和輝煌歲月；參觀陳列著來自世界各地、琳瑯滿目的錫製精品；訪客可以試穿昔日該國有錢漢人、馬

來皇室以及礦工在馬來錫礦業巔峰時期所穿的衣裳；以及參觀皇家雪蘭莪產品的製造中心，在這裡可以

觀賞錫器的製作過程，更可以當場體驗其中一些錫器的製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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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法院】曾經是殖民者的總部，成龍所拍攝的警察故事也曾在此取景 。  

【湖濱公園】是吉隆坡市內最受歡迎的公園，圍繞著廣達 79 餘公頃的人工湖兩旁，遍植各式花草與濃

蔭的綠樹。聳立於湖濱公園內，還有座象徵和平，以青銅雕塑的國家紀念碑。  

【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念碑是為紀念為國犧牲的馬來西亞保安部隊員而建的。  

【城市規劃展覽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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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可自費 DIY 製作一本屬於您的木片手作

日記本將您旅行的點點滴滴全部紀錄在裡面，滿載美好的旅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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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星球餐廳、

星巴克咖啡廳。  

【巴比倫購物城】吉隆坡最新、最大開幕之購物城，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流品牌皆齊聚

在此購物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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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創發海鮮中式合菜 RM25  晚餐：黃亞華馬來風味小吃 RM26    

住宿： SWISS GARDEN HOTEL(吉隆坡瑞園酒店) 或同等 

 
第 6 天 吉隆坡機場 / 桃園  

早餐後整理行裝,帶著滿滿ㄉ快樂回憶,準備搭機回溫暖ㄉ家. 爾後專車前往機場辦理出境手續後，揮別精

彩的馬來西亞之旅，敬祝您旅途愉快！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機上享用  晚餐：溫暖的家    

住宿： 溫暖的家  

【此行程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http://www.swissgarden.com/hotels/sghk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