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檳城》邦喀島、怡保+溫泉 SPA~超值美食五日遊 

 

 



 

 



 

 



 

航空公司 行程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備註 

星宇航空 

桃園/檳城 JX721 09:20 14:00 每日 

檳城/桃園 JX722 
15:00 19:45 禮拜六除外 

15:10 20:00 禮拜六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檳城國際機場－檳城光大（迷你影像劇院＋65 樓 360 度觀景台

＋彩虹天空步道＋財富之泉許願）－人力三輪車喬治城體驗遊  

【檳城】檳城是由 178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萊特 Francis Light 先生所開闢，這裡融合了英國殖民、馬來

人、華人、印度人，是個不折不扣的文化大鎔爐，首府喬治市 Georgetown 是古代船隻的加油站，也是

印度香料及中國茶葉、棉花等商品的交易中心。這座 19 世紀的中古城市，有著濃厚的傳統，到處矗立

的古老廟宇、組織會館、菜市和老商店，令人回味。 

【檳城光大 The Top Komtar Penang】是檳城最高的摩天大樓，在 2017 年完成修復後，從原本的 65

層樓增至 68 層樓；並將 65 樓變成 360 度室內觀景台，一踏入 65 樓的觀景台，工作人員就會帶領我們

進入迷你影像劇院，觀看 The Top 的建造過程，看著檳城從以往沉睡到如今的復蘇，令人感動。而 68

樓除了有餐廳，還新建了一條全東南亞最高的空中走道。原本從光大大廈就可以看見絕佳的喬治城全景，

而在空中步道建好之後，美景更是一覽無遺，膽大的各位冒險者絕對不能錯過，站在透明玻璃上看著夜

景真的超級漂亮！光大的其他新景點還有位於 68 樓空中露天吧檯的－彩虹聚寶盆許願池。 

【三輪車漫遊世界文化遺產區】您可沿路欣賞古城區的百年建築及文化滄殤，彷彿穿越時光走廊來到當



時的年代。 

備註： 

1. 請旅客自理車伕小費馬幣 2 元/一台車。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南洋綁線肉骨茶 RM25 

住宿：Royal Hotel 或 Hompton Hotel 或 Mercure Hotel 或 Flamingo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康華利斯古堡（外觀）＋遠眺麻六甲海峽－水上人家（姓氏橋）－馬來西亞最

古老城鎮（雨城太平）－太平湖濱公園－馬來西亞第一家博物館（霹靂博物館）

－後前往酒店（您可自由享用酒店設施，如：泳池、海灘和水上活動）  

【康華麗斯古堡 Fort Cornwallis（不入內）】建於 17 世紀末期是喬治市內極具特色的曆史遺迹之一。

1786 年萊特船長最初上岸地點，後來英國人將其改建成一座石堡，城牆高約 10 英尺，佈局為星狀造

型。步行一圈約 10 分鐘。城堡內，您仍然能夠看到一個世紀前修建的設施，包括一座小教堂、囚室、

彈藥庫、曾用於指引來船的燈塔、保留至今的旗杆和多台青銅大炮；其中一台荷蘭炮名為 Seri Rambai,

年代可追溯到 1603 年，當地還流傳著關於它的有趣故事，據信婦人觸碰過就能多子多福。 

【姓氏橋】歷經滄桑屹立在喬治市港岸，橋民以勞力血汗換取生活，見證了檳城港口的興盛哀榮。為了

保留這塊珍貴的文化遺產，當局已策劃把僅存的姓氏橋列入喬治市的文化古蹟遺產地的重點區，並見證

了檳島沿海一帶的歷史進程。它也擁有幾乎與湄南河沿岸一模一樣的鄉土味，不只是橋上的木屋保留面

貌，象徵著連繫居民關係的木橋，也和湄南河水上人家的木橋非常相似，而且，以姓氏為聚居概念的水

上人家在全球是獨一無二。 

【太平 Taiping】是馬來西亞霹靂州的一個城市，早期因錫礦而發展起來。曾是霹靂州的首府，但在 1937

年被怡保取代。太平之所以被稱為『雨城』是因為當地的雨量比起馬來西亞的其他地方多一倍。太平，

其字面的意思是永遠平安，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太平的舊稱是拉律，早期是華人礦工幫派血

腥爭鬥的地方。英國殖民政府在平定這些紛爭之後，將之改名為「太平」。 

【太平湖濱公園 Taiping Lake Gardens】花園建造在一座廢棄的錫礦上，於 1880 年對公衆開放，太

平湖花園作爲當時的馬來亞首座公共花園，已被載入史冊。湖邊林立成蔭的巨大古代雨樹“angsana”，

它們枝繁葉茂，從道路的一端綿延到湖邊，為於此拍攝結婚照的夫妻們營造出絕佳背景。太平湖面積超

過 64 公頃，擁有十個風景如畫的湖泊和池塘、一座蓮花池、迷人小橋、慢跑和足底按摩小徑，四周環

抱著熱帶植物、花卉、樹木，還生活著野生動物。滑輪溜冰場、乘坐腳踏船和遊樂場地，保證比最新款

電子遊戲更吸引孩子。 

【霹靂博物館 Perak Museum】位於太平老街的東北邊，太平監獄的對面，離開市中心大概一公里的

路程。由霹靂州的英國參政司休洛爵士 Sir Hugh Low 成立於 1883 年，是馬來亞第一座也是最古老的

博物館。博物館內有四個畫廊：自然歷史、文化史記、土族文化、主題展覽，還有一個戶外展覽廳。 

【達邁瑞園海岸度假村 Swiss Garden】度假村擁有 290 間客房，優雅地配備了現代化的設施和私人陽

台，每間都可以欣賞到壯麗的海景或青翠的綠色景觀。住客還可以選擇各種休閒和休閒設施，如：屢獲

殊榮的 18 洞錦標賽高爾夫球場、不規則形狀的游泳池、私人海灘、娛樂中心、健身房、桑拿浴室、按

摩浴缸、兒童俱樂部、水上運動中心和恢復活力的 Samsara 水療中心。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雨城太平中華料理 RM25 晚餐：班台漁村地道風味餐 RM30 



住宿：Swiss-Garden Damai Laut Beach Resort 或同級 

 

第三天 歡樂水上活動（特別贈送兩項水上活動：香蕉船及水上摩托車，每人一次）～

登上快艇乘風破浪出海去（珊瑚灣浮潛＋手線海釣）－百年怡保火車站－老街

巡禮（二奶巷＋舊街場壁畫＋品嘗怡保白咖啡）－打捫迷失樂園夜間溫泉 SPA

（泡湯和水壓按摩）  

【歡樂水上活動】特別贈送兩項水上活動（香蕉船及水上摩托車）每人一次：保證讓你大呼過癮。 

【邦喀島 Pangkor Island】跨過曼絨海峽，紅土坎的對岸，有一座繁忙的漁村小島，叫作邦喀島，是

九座小島組成的島群之中，最大的一座島。是一座集捕魚及渡假勝地於一身的小島。其中一個景點叫【珊

瑚灣 Coral Bay】，海水清澈到呈綠色。是歐洲背包客熱愛前往的地方。海底整片的珊瑚礁，稍一不留意

就會被成群的七彩魚在您身邊環繞，在這炎炎夏日保證讓您樂不思蜀！午餐於無人島享用海鮮風味餐，

餐後您可以在沙灘上做沙堡、浮潛、游泳、戲水、日光浴或悠遊於海灘。 

備註： 

1. 船家小費每人 RM3 元 ＆ 飯店浴巾租金每人 RM2 元 ＆ 沙灘躺椅租金每人 RM5 元，敬請自理。 

2. 贈送活動如不參加，請恕無法轉贈他人或要求退費。 

【怡保火車站 Ipoh Railway Station】位於怡保市政廳對面，怡保火車站是一座典型的摩爾式和維多利

亞風格相結合的火車站，被稱為怡保的「泰姬瑪哈陵」，建於 1914 年至 1917 年。怡保開拓史上所使用

過的各種火車頭和車廂都完整的保存在這裡，這裡還曾經是電影《國王與我》的拍攝場地，火車站前面

是戰爭紀念碑和僅存的怡保樹。 

【二奶巷 Lorong Panglima】早年的怡保因採錫礦而致富，被稱為「錫都」，有錢人家非常多，而二奶

巷就是以前「風花雪月」的場所；更有一說法是，這巷子是「二奶安置區」，因為太多人包二奶了，不

如就讓她們都住在這。走進狹小的巷內，兩排古老雙層的房屋，是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築，彷彿還能想像

得到「二奶們」在屋簷下乘涼聊天的景象；甚至當時還有「三奶巷」，據說是因為二奶巷住不下了，而

衍伸到下一個巷子。現今的二奶巷有許多廢棄空屋，也有部分正在整修的樓房，有些殘留的寂寥感；偶

有文創小店，就讓遠道而來的旅客相當雀躍，或者就在十公尺寬的巷弄內拍照留念，紀念這曾被「二奶」

佔據的街巷。 

【舊街場壁畫 Art of Oldtown】立陶宛著名畫家恩尼斯先生來到怡保，以旅人觀察入微的心態，結合

現場建築物特色和當地人生活，在不同的牆壁上畫下了七幅巨型城市壁畫，為這座小城增添了濃郁的藝

術氣息。壁畫包括紙飛機、大蜂鳥、女孩與凳子和鳥籠、收廢品的老人、五包咖啡烏、採礦鐵船等，每

一幅都很精美和富有創意。 

【白咖啡 White Coffee】是非常著名的馬來西亞特產，約有 100 多年的歷史。白咖啡並不是指咖啡的

顏色是白色的，它以特等咖啡豆、特級脫脂奶精為原料，採用中輕度低溫烘培及特殊工藝精製而成。白

咖啡保留原有色澤及香味，顏色清淡柔和，甘醇芳香。淡淡的奶金黃色，味道純正。 

【迷失樂園夜間溫泉與水療中心】晚上前往溫泉世界，享受溫泉 SPA，此區域涵蓋了『蒸汽洞穴』、『足

部水療中心』、『世界頂端溫池』、『打捫火山噴泉』、『水晶池』、『無界限泳池』及『水晶溫泉』，讓您享

受人與大自然的結合，圍繞幽靜的大自然旋律以及讓人心廣神怡的瀑布之音，讓您放下疲累的身軀，靜

泡在源自於 Kopisan 河流，三百萬公升、攝氏四十度的溫泉內，享受最自我放空的晚上（溫泉區開放到



晚上 11 點）。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海島沙灘燒烤 RM80 晚餐：怡保芽菜雞套餐 RM25 

住宿：迷失樂園酒店 Lost World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打捫高晶柚子園－霹靂洞－和諧街（聖喬治教堂、觀音亭、馬里安曼興都廟、

甲必丹吉靈清真寺＋小印度）－喬治魔鏡壁畫彩繪街－食物狂想館－土產自由

選購 

【高晶柚子園】打捫柚子是怡保特產，高晶柚子園園主冼桃金栽種了約 80 餘棵柚子樹，採用駁枝法栽

種，經 2、3 年才會開花結果，平均 6 至 7 個月收成一次，加上氣候清涼水質又好，絕非香港買到的沙

田柚可比。打捫柚子分甜柚和酸甜柚，甜柚的果質較細，表皮細滑，肉呈淡黃色，重 2 至 3 公斤；酸甜

柚重 3 至 4.5 公斤，皮粗而肉呈橙紅色。柚子食療價值高，含極高鹼性，可中和肉類的酸性，適合大魚

大肉後進食。在怡保嘗完美食，吃柚子是天然「消滯靈」。 

【霹靂洞 Perak Tong】在怡保北部 6 公里處，靠近 Tasek 山的地方，有許多大型的石灰岩山洞，這裡

是佛教出家人進行冥想修行的場所。霹靂洞廟宇是其中之一，它被建造在洞窟的深處，洞穴的角落安放

著一些佛的雕像而在隱蔽處也畫有佛的圖案等。其中最吸引旅客的地方當數 12.8 米高的一尊坐佛。這

裡有一條通道，直通洞穴深處，再攀爬過一個擁有 385 級的陡峭樓階梯後，眼前有一個突出的空地，可

以瞭望鄉村景色。 

【和諧街 Street of Harmony】位於喬治市的東北方，是檳城最古老老街，在此可見到檳城的多元種族

融合，街上有著 200 年歷史的華人觀音堂及聖喬治教堂、清真寺，並在隔街有著 200 年的印度馬里安

曼廟及小印度區，觀光客因為看到 4 種宗教大融和彼此和諧相處，因此暱稱為和諧街。 

【聖喬治教堂 St. George's Church】聖喬治教堂位於康華麗絲城堡以東的 Farquhar 街上，它是馬來西

亞最古老的英國教堂。這座莊嚴、宏偉的教堂之建築比例對稱，它有大理石的地板及高高的尖頂。這也

是由英殖民政府指示罪犯於 1818 年建立而成，其入口處設有一座紀念遮篷，用以紀念萊特最初抵達檳

城時的景象。 

【觀音亭（廣福宮）Kuan Yin Teng】觀音亭位於檳城喬治市正中心，它是由 1800 年前最早移民到檳

城的華裔所建。這座檳城最古老的華人廟宇，在觀音誕辰慶典時，常常吸引許多善男信女蒞臨膜拜。觀

音亭每年於農曆二月、六月及九月的第 19 日，一年三次大事慶祝觀音誕辰。在這些節慶信徒們忙著燒

香及焚燒冥錢，同時還作出其他的奉獻給仁慈的觀世音菩薩，以及觀音亭內所供奉的神明等。慶祝觀音

誕辰的晚上，一般皆會呈獻華人布袋戲或歌舞表演。 

【馬里安曼興都廟 Sri Mariamman Temple】在檳城博物館附近的 Queen 街上，有一座建於 1883 年

裝飾得富麗堂皇的興都廟，其廟身充滿了興都神明的雕像。其中有一尊是蘇布拉馬廉 Subramaniam 的

神像，神像是以黃金、銀、鑽石及翡翠所裝飾而成的。這尊神像固定在每年一月慶祝大寶森節時，被供

奉在列隊遊行的隊伍中。這座興都廟的開放時間是從凌晨一直到傍晚入夜時分。任何欲參觀興都廟的旅

客，皆必須預先獲得該廟的管理層之批準。 

【甲必丹吉靈清真寺 Kapitan Keling Mosque】這是由最早移民到檳城的印度清真寺（東印度公司的

先鋒隊）所建的回教堂。它位於椰腳街街及白金漢街的交接處。這座清真寺粉刷成黃白色，蓋有一座宣

拜塔。是檳城最古老和最大的清真寺。 



【小印度區 Little India】想深入了解檳城不一樣的風土民情，小印度區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地方。這裡

周圍環繞著濃厚的印度香料味道、印度音樂還有各式各樣印度當地土產及傳統服飾販賣，令您感覺猶如

置身印度。 

【喬治城魔鏡 Mirrors Georgetown】在古蹟上面的壁畫及裝置藝術，檳城整座老城搖身變成一個藝術

大畫廊，參觀來自立陶宛的畫家恩尼斯的五幅壁畫，主題包括：姊弟共騎、功夫女孩、漁船小孩、爬牆

小孩、追風小子等。恩尼斯是乙名年輕藝術家，他在 2010 年來檳城背包旅行後愛上這個地方，並陸續

發表藝術作品，壁畫特別之處在於融合社區與建材特色，透過畫筆來呈現別有意義的壁畫，追風少年原

本是幅小孩在騎摩托的壁畫，早前曾遭人惡搞，在壁畫后方畫上恐龍，彷彿恐龍要吃掉騎摩托車的小孩。 

【食物狂想館 Wonderfood Museum】就是要帶您看透透檳城美食，館內所擺設的食物包括中餐、馬

來餐、印度餐及傳統峇峇娘惹餐，只可惜這裡的美食只能看，不能吃，因為該處展出的全都是仿造及「誇

大」版或「超小」版的仿真美食模型。除了擬真的食物模型之外，還有早期檳城人的飲食文化，讓有些

即將失傳的美食也能繼續傳承下去！檳城美食包括華人餐、馬來餐、印度餐及傳統的峇峇娘惹餐，多元

又和諧的飲食文化更是一座城市的縮影，也能從中看見不同的文化背景與風俗習性，館方除了推廣檳城

美食之外，也希望能將這些檳城美食給留存下來！ 

【土產店】您可貼心選購伴手禮，例如：豆蔻膏、芒果糖及名聞中外的肉骨茶及南洋人參～東革阿里

Tongkat Ali 等各種土特產，這些饋贈親友的伴手禮，相信一定會讓你滿載而歸。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風味脆皮烤鴨餐 RM30 晚餐：美食坊風味小吃（發餐費 RM25） 

住宿：Royal Hotel 或 Hompton Hotel 或 Mercure Hotel 或 Flamingo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自由採購咖啡和巧克力－百年老巴刹（菜市場體驗～自費品嘗美食）－檳城國

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自由採購咖啡和巧克力】早餐後，前往咖啡專賣店、巧克力店，您可自由選購，例如：白咖啡、多種

口味的巧克力當作饋贈親友的伴手禮。 

【百年老巴剎】您可以在此（自費）享受各式檳城美食：娘惹糕、炒粿條、豬腸粉、炒果角等等，讓您

大開眼界，大飽口福一番。 

專車前往機場辦理手續返回台灣，結束這趟愉快浪漫的旅程，敬祝您旅途愉快。 

備註： 

1. 本行程於將因天候狀況及飯店 BOOKING 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微幅調整，但所有行程

保證全部走完，敬請貴賓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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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大肥羅雞霸風味餐 RM25  晚餐：機上餐 

住宿：甜蜜的家 

【行程規定】 

0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人以上(含)；最多為 40人以下(含)，當地配專業導遊解說行程，10人（含）

以上將派台灣專業領隊隨團服務。當參團人數未滿 10人時，經旅客同意加價出發，團體將更改為［

迷你小團］型態出發，台灣無領隊隨行服務，但當地仍配備專業導遊進行解說及服務。本公司官方

網站上所顯示之數字並非最終之確認人數，本公司有權視機位及團體狀況於符合上述人數範圍內進



行調整且恕不另行告知，尚祈鑒諒。 

02. 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飯店及交通狀況確認為準。 

03. 本行程為適用於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非本國籍旅客皆須另行報價。 

04. 航空公司會收取運動用品托運費，每件限重 15公斤，收費約 NTD500元，此額外費用敬請自理。 

05. 團體票不得更改天數、無法累積哩程、無法優先選位及更改航班日期、一經開票亦無法更換旅客。 

06. 團體合菜若人數在 12人以下會安排共桌，但會增加菜量，人數達 13人以上會安排 2桌用餐，如有

不便敬請原諒。 

07. 馬來西亞飯店近年推廣環保概念，實施客房服務不提供牙膏牙刷及拖鞋等消耗品，另部份飯店不主

動每天更換毛巾，若有需要，需請客房人員更換，敬請見諒。 

08. 馬來西亞當地自來水水質偏黃，為當地自來水公司處理問題，但合乎當地政府標準，地區性會因下

雨過後，導致該區飯店用水偏黃，敬請見諒。 

09. 馬來西亞為熱帶氣候，一年四季如夏，當地生活習慣並不像台灣或寒帶地區會洗熱水澡，所以部份

飯店設備會有水溫不夠熱問題，敬請見諒與包涵。 

10. 馬來西亞當地五星級酒店為由當地飯店旅館協會所認證，因當地環境條件民情不同，可能會與國際

五星酒店有所不同及落差，客房若有需要加強服務，請通知當團領隊及導遊，敬請見諒。 

11.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

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12. 溫馨提醒：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及行動不便之

貴賓，須事先告知敝公司、且有能夠協助貴賓〝自力參與旅遊中各項活動〞之親友陪同參團，方始

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13.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顧，

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14. 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中華料

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多

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5. 本行程如遇獅子會、同濟會、特殊參訪團和學生團體，請恕無法使用上述報價，須另外報價，敬請

見諒。 

16. 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

樂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17. 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

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18. 行程合菜餐食，當同一團之旅客人數（不含領隊及導遊）為 8-12人（一桌）、13-23人（兩桌）、24~31

人（三桌）、32~40（四桌）、41~50（五桌）；實際桌數與菜量依當團實際用餐人數而定。 

19. 若為迷你小團時菜量依人數而定，2~3人（四菜）、4~5人（五菜）、6~7人（六菜）。 

20. 請儘量避免單獨在僻靜街道行走；行走時，宜儘量靠街道內側，並避免背提皮包，倘須帶皮包，宜

置抱於胸前；貴重物品或護照，宜置放於飯店之保險箱內，不要隨身攜帶。儘量避免單獨前往酒吧

等出入份子複雜之場所，並妥善保管個人財物，財不露白。在餐廳用餐時，亦須注意隨身皮包及財

物，以免遭人趁機行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