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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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馬來西亞+新加坡】大紅花海上 VILLA 渡假村、雙子星花園
廣場、玻璃走廊、濱海灣金沙綜合娛樂城、熱石 SPA 五日(無購物)
NT:30,999 元/人 (含稅，不含小費)
行程特色
一次暢遊馬來西亞+新加坡二個國家，一趟無樂園及無購物、心享受 SPA 悠閒渡假(更安排入住海上
VILLA)。
●大紅花海上 VILLA 渡假村(Lexis Hibiscus Port Dickson)
奢華時尚海上渡假村，唯一擁有珊瑚礁的海灣，空中俯瞰宛如一朵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
優雅地漂落海平面。美麗的海灘，四周綠蔭成翠，蓋在浪花上，在這裏你可以近距離感受海風吹拂與
潮聲的饗宴。

●放鬆身心 SPA 療程
A.首先需先行更衣沐浴，消除一身的髒汙。
B.雙腳護理： 讓承受全身重量的足部有放鬆解壓的機會，先以足部按摩放鬆，舒緩壓力。
C.芳香眼部護理：現代人長期面對手機，引起眼部血流不暢，利用手技鬆緩眼壓，給予眼部極致的呵
護，重現明亮雙眸。
D.耳燭引流護理：耳燭引流是一種古老的療法，可以幫助減輕負面情緒，清除耳朵內的毒素與污穢物，
平衡自律神經。
E.全身舒緩按摩：利用手技進行放鬆按摩，可以使你遠離生活的壓力和緊張，並可改善情緒並舒緩大
腦神經。
F.特調養身薑茶。

●吉隆坡高塔+自助餐~欣賞風景邊享受美食

●SKYTOWER 玻璃走廊
2015 最新地標，也是全馬六甲最高的建築物，讓大家可從最高處觀賞馬六甲美景。

●3D 立體藝術博物館
館內牆壁和地面上立體 3D 繪畫，栩栩如生，發揮你無限創意的想像力拍照。

●【馬六甲歷史遺跡之旅】歷史最為輝煌的馬六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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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輪車】坐上大叔們精心布置特色的三輪車遊古城

●【布城】馬來西亞行政首都，又稱太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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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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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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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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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選住宿
【波德申酒店】
大紅花海上 VILLA 渡假村(Lexis Hibiscus Port Dickson):
2015 年全新開幕奢華時尚海上渡假村，安排您入住獨具特色的海上泳池 VILLA，房間擁有 24 坪
舒適寬敞空間，2 張 KING SIZE 的大床及全新衛浴設施，另外還有獨立陽台及蒸氣室和私人泳池，讓
你可在此完全放鬆休息。

渡假村房型為兩張 KING SIZE 大床，如需加床服務，渡假村僅多加一套盥洗用品及棉被組，敬請見諒。
渡假村目前僅開放部分房型(EXECUTIVE POOL VILLA)，有部分房間與設施尚未完工，如有不便，敬
請見諒。
【吉隆坡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新山酒店】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新山市酒店擁有 1,300 平方米的活動空間，包括兩間華麗宴會廳、六間會議室及一個室外露臺，是
您舉辦商務或社交活動的理想場所。酒店打造時尚用餐體驗。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1天
新加坡機場
12:25
CI753
桃園機場
07:50
2018/10/10
第5天
桃園機場
19:30
CI722
吉隆坡機場
14:40
2018/10/14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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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Ａ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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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天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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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光水舞秀)

新山

《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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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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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山】馬來西亞最南端柔佛州的首府，也是繁盛的商業中心。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JOHOR BAHRU 或 AMARI HOTEL 或 PHOENIX
HOTEL 或同級

ＤＡＹ２ 入住～海上泳池 VILLA 新山

馬六甲(古董雞場街、三輪車、三寶井、三寶廟、

有故事咖啡館、SKYTOWER 玻璃走廊)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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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董雞場街】走在這些明朝建築遺跡裡，真有時空錯置的感覺，這裡簡直是個寶藏，遊客喜歡到
這裡搜尋李小龍的紀念品，尋找南國電影的海報，找尋罕有的舊紙幣，包括英治時代、日治時代馬來
西亞的鈔票，印度、葡萄牙、荷蘭，其至中國的舊錢幣、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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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寶井、三寶廟：是鄭和下南洋遺留之古蹟，瞭解 600 年前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及鄭和
對馬六甲王朝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有故事的咖啡館：曾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的
情節。
◎【SKYTOWER 玻璃走廊】為馬六甲最新地標,其中觀景台位于 The Shore 最高的 43 樓，也是全甲
最高的建築物，讓大家從最高處觀賞馬六甲美景。觀景台上備有懸空的伸展台，以及玻璃走廊，讓參
觀者體驗踏在高空上的感覺，同時也能在懸空伸展台上試試膽量喔!!並可 360 度方向觀賞馬六甲的美
麗夜景。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位於麻六甲峽最南端的長沙灣，是唯一擁有珊瑚礁的海灣，渡假村座落
於波特森海域，從空中俯看就像是一朵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安排您入住獨具特色的海上泳
池 VILLA，房間擁有 24 坪舒適寬敞空間，2 張 KING SIZE 的大床及全新衛浴設施，另外還有獨立陽
台及蒸氣室和私人泳池，讓你可在此完全放鬆休息。寧靜舒適的環境。更是享譽全馬。
海上噴泉水舞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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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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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內

午餐：娘惹風味餐

住宿： LEXIS HIBISCUS 海上花度假村

晚餐：酒店內

ＤＡＹ３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3D 立體藝術博物館

SPA 療程

巴比倫購物中

心
◎【3D 立體藝術館】館內牆壁和地面上立體 3D 繪畫，栩栩如生，發揮你無限創意的想像力拍照。
讓您站在平面畫前作互動，擺出各種姿態，將自己融入畫中，即可拍出立體空間的照片，驚人的立體
視覺令人贊嘆。
放鬆身心 SPA 療程
A.首先需先行更衣沐浴，消除一身的髒汙。
B.雙腳護理： 讓承受全身重量的足部有放鬆解壓的機會，先以足部按摩放鬆，舒緩壓力。
C.芳香眼部護理：現代人長期面對手機，引起眼部血流不暢，利用手技鬆緩眼壓，給予眼部極致的呵
護，重現明亮雙眸。
D.耳燭引流護理：耳燭引流是一種古老的療法，可以幫助減輕負面情緒，清除耳朵內的毒素與污穢物，
平衡自律神經。
E.全身舒緩按摩：利用手技進行放鬆按摩，可以使你遠離生活的壓力和緊張，並
可改善情緒並舒緩大腦神經。
F.特調養身薑茶。
※熱石 SPA 需自付小費 RM10
◎【巴比倫購物廣場】吉隆坡最大的 SHOPPING 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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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樓的美食廣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高檔餐廳、簡餐速食，以及日式連鎖餐廳、
美式咖啡店、中國餐館、娘惹餐等，選擇多樣。讓您自由享受購物樂趣！
※※※ 溫馨提示 ※※※
◆大人&小孩不做 SPA 療程，最晚需於出發前三日告知，每位可退 NTD900，如出發後告知恕無法
退費，敬請見諒！
◆不佔床旅客，團費本身不包含 SPA 按摩，恕不另退費。
◆SPA 館為顧及服務品質，每梯次僅能安排 20 人，如人數超過將改分批進行，懇請見諒。
◆請按摩完畢後，給予按摩師一個肯定，建議支付每人小費ＲＭ１０。
早餐：酒店內

午餐：肉骨茶風味餐

晚餐：南洋風味餐

住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KUALA LUMPUR 或 洲際酒店 或 GRAND MILLENNIUM
KUALA LUMPUR 或同級

ＤＡＹ4 中央藝術坊

高塔

城市展覽館

馬哈迪博物館

雙子星花園廣場

亞羅

街夜市
●【中央藝術坊】這是戰前建築物也是吉隆坡早期的主要菜市場。1980 年代經過一輪大翻修後，如
今，已被改為藝術及文化中心。這裡逐漸發展成為本地藝術家表現藝術才華及藝術品展示處。藝術坊
設有許多商店，專門售賣小古玩、古董品、紀念品、手工藝品及亞洲藝術品等。
◎【ATMOSPHERE360 度 高塔旋轉餐廳】高 421 米，曾經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四高塔。吉隆坡
塔是電信、電視和電台使用的通訊塔，遊客可以在塔上的觀景台俯瞰整個吉隆坡市景。
###註：遇高塔自助餐滿位時，午餐將改安排 DOUBLE TREE 飯店自助餐廳 或 JANG GUN
FAHREHEIT 88 日式自助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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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哈迪博物館】共分為 3 層，底層為廚房、晒衣及洗衣間；一樓是會客廳及前首相享受天倫樂的
地方周圍的牆壁設計精細的裝飾及馬來傳統木雕、還有廚房、會議室、小劇院及展覽廳。二樓則是主

人房、更衣室、書房、露台、客房及展覽廳等，同時也有馬哈迪的私人珍藏室。在放映室也可看到馬
哈迪的生活片段。
### 每周一固定休館，如卡周一將會調整前後順序或改至國家博物館參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雙子星花園廣場】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優雅(因直屬馬國政府的國油公司所以無法
入內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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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
雙子星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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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羅街夜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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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小提示##
請特別注意，高塔餐廳需穿正式衣著（禁止穿拖鞋+短褲+無袖等），敬請配合。
早餐：酒店內

午餐：高塔自助餐

晚餐：方便遊玩自理

住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KUALA LUMPUR 或 洲際酒店 或 GRAND MILLENNIUM
KUALA LUMPUR

ＤＡＹ5 布城(清真寺、布城湖、首相署、首相府廣場)

吉隆坡

台北

【布城】Putrajaya，馬來西亞行政首都，Putra 是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太子的姓氏，而 jaya
是城市的意思，因此又稱太子城。
【布城建城有三大理念】一是神與人、二是人與人、三是人與環境。
●【布城清真寺】Putra Mosque，結合傳統馬來與穆斯林風格，由花崗岩打造的粉紅色圓頂。
##溫馨小提示##
遊客可進入參觀，但女性遊客需在入口右方自行借取罩袍才能進入，開放時間至下午四點。
(開放時間，依現場為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布城湖】人工湖也是都市規畫的一部份，為的是提供這新興都市水源及蓄洪等功能。
●【首相署】Pedana Putra，位於布城中心點，融合伊斯蘭與歐式建築風格！
●【首相府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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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搭車前往機場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精彩的馬來西亞新加坡之旅，敬祝您旅途愉快！
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隆盛東坡肉風味餐

晚餐：機上精緻套餐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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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