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佳  禾 02-2563-4633 

 

【新加坡+馬來西亞】暑假親子遊~金沙環球影城、樂高樂園、濱海

灣金沙娛樂城、粉紅清真寺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 報價 

7/31、8/07、8/21(中華航空) NT:27,800 元/人 

8/10、8/16、8/17、8/23(長榮航空) NT:28,800 元/人 

*以上報價皆含稅，不含小費**~機位有限請洽詢專員~* 

行程特色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新加坡斥鉅資打造而成的大型綜合豪華娛樂城。酒店

由三座樓高 55 層的平頂大廈組成，大廈頂部由號稱亞洲最大的空中花園連接而成。旁邊更有一座外觀

如蓮花的博物館，博物館創新性的屋頂會收集雨水，形成漂亮的瀑佈景觀。 

  
 

新加坡環球影城：24 個以電影主題的遊樂設施與景點，其中 18 個專為新加坡獨家設計打造。 

■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車。 

■世界首部《馬達加斯加》過山車。 

■世界首個《變形金剛》主題區。 

■世界首個來自《史瑞克》夢幻主題區。 

   
 

亞洲第一座：樂高樂園 LEGO LAND 

世界第 6 座樂高樂園樂高樂園，位在馬來西亞柔佛州，樂園共分為小小世界樂園、樂高王國、樂高科



技城、冒險樂園及樂高城市等五大主題區，園區內將使用 3000 萬塊樂高積木，建造有 40 項遊樂設施

以及 1 萬 5000 件樂高積木模型的迷你樂高樂園，在奇幻樂園樂高迷可以在這裡儘情享受樂高積木的樂

趣。 

   

 

新加坡：花園城市 

★1FULLERTON：新加坡魚尾獅像新家，見證星洲獅城的繁華榮耀。 

★濱海藝術中心：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地點上演各種本土和國際戲劇音樂舞蹈及戶外演唱會。 

★南花園超級樹：位於濱海灣金沙的旁邊，以各種熱帶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

和園林藝術。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  

馬六甲尋寶：穿梭古城中，荷蘭紅屋、聖保羅教堂、聖地牙哥碉堡、葡萄牙廣場、?場街步行道，動動

腦尋找答案。 

   
 

吉隆坡：吃喝玩樂、不夜之城 

★雙子星花園廣場：匯集世界精品、時裝、珠寶及免稅商店，為吉隆坡最氣派豪奢的購物中心。 

★未來環保無煙城市太子城：感受馬來西亞政府不花一毛錢在森林開發區建出未來行政電子中心。 

★水上粉紅清真寺：是馬國最美麗壯觀的清真寺，其建築風格值得您細細品味。 



★吉隆坡市區巡禮：城市規劃展覽館、獨立廣場、高等法院...等。 

   
購物安排：土產、巧克力。  

 

參考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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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天 桃園／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魚尾獅公園→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

旗艦店)→濱海灣花園(阿凡達的夢幻燈光世界)→新加坡 

  
帶著期待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亞洲最美的花園城市～新加坡，她是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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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觀光：國會大廈、伊莉莎白公園，公園一份靜逸讓人不覺處身於忙碌的商業區，草地上輕跳的小

鳥讓您感覺到渡假的那份輕鬆氣息；國家級的濱海藝術中心是新加坡最閃亮的地標，遠遠望去，彷彿

兩只靜臥在濱海灣的大貝殼，入夜後就散發金黃色光芒，此特別的造型更贏得當地熱門水果《大榴槤》

的暱稱；而 ONE FULLERTON 是魚尾獅像的新家，魚尾獅身後是具有古希臘列柱的浮爾頓酒店與金融區

摩天大樓所連成的都會景緻。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由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新加坡投資建造的世界頂尖奢華級的大型酒店。金沙

將擁有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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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商場遍佈三個樓層，

60 家的美食餐廳、電影院、劇場等，金沙娛樂城有著特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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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濱海灣花園：位於新加坡河的河口延展開來，由三座醒目的海濱花園所組成，它們分別是濱海南花園

Bay South、濱海東花園 Bay East 和濱海中花園 Bay Central。規模最大的濱海南花園將位於濱海灣

金沙的旁邊，並以各種 

 

在濱海南花園的金、銀兩花園內看到 18 棵《超級樹》中的 6 棵。它們都是特別設計的人造樹，棵棵高

達 25 到 50 米之間，相當於 9 到 16 層樓的高度。而每一棵的上面都會種滿種類繁多的蕨類植物、藤本

植物、蘭花和各種熱帶攀爬類植物。除此，每一棵超級樹上也會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讓這棵棵擎

天大樹在白天的時候可以起遮蔽作用，到了晚上也能為您照明和營造氣氛 除此，每一棵“超級樹”上也

會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讓這棵棵擎天大樹在白天的時候可以起遮蔽作用，到了晚上也能為您照明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753 桃園 07:50 新加坡 12:25 
中華航空 CI722 吉隆坡 14:40 桃園 19:30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215 桃園 09:25 新加坡 13:50 
長榮航空 BR228 吉隆坡 15:20 桃園 20:20 



和營造氣氛。熱帶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和園林藝術。 

註：表演時間為 PM19:45，約 10-15 分鐘。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阿坤下午茶       晚餐：楊家海南雞飯(餐標新幣 15) 

宿：烏節大富 或 SEACARE 或 IBIS 或 PARK AVENUE 或 同級旅館 

 

第 02 天 新加坡→環球影城(午餐自理)→名勝世界、節慶大道→新山    

     
新加坡環球影城：座落在新加波最大規模的親家庭休閒目的地聖淘沙名勝世界，在這裡讓電影世界的

神奇，為您掀開探險旅程的序幕。鬥惡霸、追明星，您將隨著不同電影的劇情，從—個螢幕轉移到另—

個，沉浸在星光大道的耀眼光芒。 

 

環球影城將設置 24 個遊樂設施和景點，各自精彩，其中包括深具創意的雙軌過山車，一人坐著另一人

懸掛，彼此在高空擦身而過。這個最驚險刺激的過山車，設計了突如其來的扭轉、出其不意的快速下

墜、及貼身交叉交錯等令人窒息的變化，絕對讓您嘶喊尖叫。此外，恐龍、狐猴、可愛怪物以及埃及

木乃伊等，務必為您的探險添加無數的驚險和刺激。 

 

擁有 18 項專門為新加坡環球影城設計或修改的遊樂設施，將讓您有一個難忘旅程。一陣陣歡笑聲和尖

叫聲此起彼落，為您拼湊出無數美好的回憶。除了主題餐館和商店，這裏也能開放為企業活動量身定

做節目，提供獨—無二的活動場所。 

 

好萊塢星光大道：富有百老匯風味的好萊塢劇院、星光熠熠的星光大道，讓遊客彷彿置身於聞名遐邇

的好萊塢大道，陶醉於五光十色的環球娛樂世界裡。好萊塢懷舊經典老片《美國風情畫》中的梅爾斯

汽車快餐店也在這裡重現，讓人重溫美式快餐的復古情懷。 

 

紐約大道：走在活力四射的紐約街頭，一部部經典的電影場景展現眼前，讓人全情投入美國最繁華的

國際大都會。由電影大師史提芬司匹柏主持的《電影特效片場》，讓遊客走入鮮為人知的電影場景幕後

製作。 

 

科幻城市：進入時光穿梭機到未來世界！這個奇思妙想下打造而成的未來大都會，充滿了令人難以置

信的尖端科技，遊客可登上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車《太空堡壘》，親身參與人類與機械人之戰。 

 

古埃及：神秘宏偉的古老金字塔和方尖碑，重現古埃及黃金時代的探險輝煌，遊客可隨著膽大心細的

考古學家的足跡，登上木乃伊復仇記過山車，在浩瀚沙漠中破解金字塔之謎。 

 

失落的世界：以侏儸紀公園和未來水世界為主題。 

遙遠王國：世界第一座《遙遠王國城堡》動畫中哈洛德國王的城堡，高達 40 米，您可進入城堡內來趟

冒險之旅，並體驗夢工廠所設計的各式遊樂設施，另外遙遠王國的羅密歐大街的夜店《鐵鉤騎士俱樂

部》也將是城中最熱鬧的一角。 

 

鞋貓劍客歷險記：一座巨大的城堡被魔豆藤蔓重重纏繞，遊客將與鞋貓劍客和女友 Q手吉蒂一同尋找

巨人城堡內的金蛋，拯救日漸落寞的聖裡卡多孤兒院。 

 

馬達加斯加：進入馬達加斯加的神秘世界，猶如身陷原始森林，周圍四處可見怪異的狐猴，讓遊客踏

上馬達加斯加木箱漂流記的探險之旅。 

 

節慶大道：長達 500 公尺的節慶大道，遊客可全天候在此進行各種活動，包括享用美食、購物、參與

電視製作等。 

註：環球影城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若因部份設施未開放



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在與導遊約定的時間、地點集合，專車前往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新山，緊臨新加坡，每逢假期新

加坡旅客必前往馬來西亞新山渡假購物，喝酒玩樂。 

註：逢週末或國外假期，關口塞車狀況較為嚴重，敬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海鮮合菜(餐標馬幣 28) 

宿：KSL 或 Millesime 或 同級旅館 

 

第 03 天 新山→樂高樂園 LEGO LAND(午餐自理)→馬六甲 

 
樂高樂園 LEGOLAND：繼丹麥、英國、德國及美國加州與佛羅里達州後，世界第 6座。位在馬來西亞柔

佛州依斯干達開發區，占地 31 公頃，耗資 2.35 億美元，樂園共分為小小世界樂園、樂高王國、樂高

科技城、冒險樂園及樂高城市等五大主題區，園區內一共使用 3000 萬塊樂高積木建造而成，在小小世

界樂園將會有 1萬 5000 件樂高積木模型，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及馬來西亞雙子星塔、粉紅清真寺、

新山老街等地標。另外，園區還有 40 項遊樂設施將吸引遊客前來，在奇幻樂園內小朋友們和樂高迷可

以在這裡儘情堆堆樂，享受樂高積木的樂趣。 

 

前往 2008 年 7 月 7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馬六甲。。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中式合菜(餐標馬幣 28) 

宿：STRAITS 或 IBIS 或 NOV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04 天 馬六甲尋寶之旅→吉隆坡市區觀光→特產巡禮(土產+巧克力)→雙子星花園

廣場→吉隆坡  

 
馬六甲尋寶之旅：穿梭麻六甲各景點，分組走進地圖上標記的區域尋找答案，挑戰您的速度與智慧。 

★葡萄牙廣場：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保羅教堂：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紀念被譽為東方使徒的聖芳濟。 

★荷蘭鐘樓、荷蘭紅屋：荷蘭人在 1641 年戰勝葡萄牙人後所建造的建築物。當時不但是荷蘭總監居所，

也是荷蘭人統治馬六甲時期的政府行政中心及市政局。 

★聖地牙哥碉堡：葡萄牙人於 1511 年所造城堡，後來荷蘭人攻陷時，將城堡毀掉，之後又重新修建。

1808 年統治馬六甲的英國人有意將城堡摧毀，後由萊佛士插手幹預，古城門得以保存至今。 

★雞場街散步：麻六甲最有特色街道，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 

 

午後、前往吉隆坡，安排市區觀光： 

★獨立紀念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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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規劃展覽館：記載吉隆坡的發展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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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產巡禮：購買豆蔻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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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購買到香醇濃郁、口味特殊的榴槤水果巧克力。 

 

雙子星塔花園廣場：雙子星塔目前全世界最高的兩座相連建築物，共有 88 層樓高，距離城市地平線

452 米 (四樓以上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法入內參觀)，兩座相連充滿現代感的獨特菱形高塔

造型建築物，巍峨坐落在市區內如今成為明顯地標；廣場內有超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及聚集了大

量的名牌專門店，除了讓你於購物城內盡享購物樂趣。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葡萄牙燒魚+摩摩喳喳(餐標馬幣 30)    

 晚餐：歡樂會(餐標馬幣 50)+甜蜜巧克力一盒 

宿：VERDANT HILL 或 VE HOTEL 或 THE RED 或 VIVA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05 天 吉隆坡→未來太子城+粉紅清真寺→機場／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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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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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兩旁被大樹包圍著，排成一條 4.2 公里的綠色大道，也是舉行國家慶典和閱兵遊行的場地，

相府佔地廣大，其中包括：首相官邸、親水公園、水上粉紅清真寺及行政中心等。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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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兩層，二樓供四千名女子專用，樓下?八

千男子使用。每當做禮拜時，清真寺那高高的宣禮塔播放的古蘭經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

耳。 

 

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次南國馬來西亞快樂之旅。 

註 1：本行程將因天候狀況及飯店 BOOKING 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微幅的順序調整，但所

有行程保證全部走完，敬請貴賓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

為準。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隆盛紅糟雞合菜(餐標馬幣 28)      晚餐：機上餐食 

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