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檳城》蘭卡威 3 離島+東方村全套票~精選五日(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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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世界文化遺產(三輪車遊古城)－喬治城魔鏡－小印度區－彩虹天

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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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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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城魔鏡 Mirrors Georgetow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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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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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印度區 Little India】可以深入了解檳城不一樣的風土民情，是個不容錯過的地方。這裡環繞著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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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天空步道 The Top Komtar】媲美大峽谷天空步道的彩虹天空步道為檳城最新地標，您可先在 65

樓體驗觀景台玻璃走廊，然後前往最高點 68 樓挑戰極限，除了可以鳥瞰檳城城市美景與海天一色的景

觀外，那種令人腳底發麻地的膽量試煉，對於喜愛刺激的你絕不可錯過。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海峽灣娘惹中式合菜 

住宿：美居酒店 MERCURE PENANG BEACH(原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 或長榮桂冠酒店 

EVERGEEN LAUREL HOTEL 或 Hompton By The Beach Penang 或同級 

 

第二天 檳城－臥佛寺、緬佛寺－吉打港～老鷹廣場－英聯邦公園－瓜鎮－蘭卡威  

【泰臥佛寺 Wat Chayamangkalaram】建於 1845 年，由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特許泰國人於檳城建造的

泰國佛寺，寺中的臥佛長達 33 公尺，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臥佛，全身以金箔裝飾，寺廟中除了臥佛之外，

還有十八羅漢像和四面佛等神像，也都非常的金碧輝煌。 

【緬佛寺 Dhammikarama Burmese Temple】建於 1803 年，是檳城第一間佛寺，也是馬來西亞境內

唯一的緬甸佛寺。緬甸寺內的佛塔為四方形，寺內供奉高 27 公尺的釋迦牟尼佛像，佛像的頭部與腳皆

是以大理石所製，天花板上的木工也是相當精緻。 



【老鷹廣場 Dataran Lang】代表蘭卡威觀光事業起飛的地標，18 米高的大理石老鷹雕像，象徵著蘭卡

威未來的經濟如同展翅高飛之老鷹一般，為州政府因發展蘭卡威觀光事業之成功耗資千萬而設立。 

【英聯邦公園 Chogm Park】蘭卡威曾被英國統治過，而被英國統治的不只有蘭卡威 所以馬來西亞政

府廣邀所有被英國統治過的國家來此旅遊開會，並在此種樹掛上該國的牌子，因此稱為英聯邦公園。 

【瓜鎮 Kuah Town】是搭乘渡輪前往鄰近小島的出發點。KUAH 在馬來語中的意思是湯汁，這名字的

來源有其典故；相傳從前有兩個巨人打起架來，他們在該鎮所在地弄翻了裝在一個巨鍋裡的咖哩汁。瓜

鎮原本是一個只有幾條街道的純樸小鎮，現在已發展成為一個欣欣向榮，飯店、購物及商業大廈四處林

立的城鎮。瓜鎮亦是一個免稅購物天堂，各種商品應有盡有，而且價格極具吸引力。 

【蘭卡威 Lang Kawi】由 99 座的群島所組成，蘭卡威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且擁有豐富歷史傳說及美麗的

海景，同時也是個免稅島。第一大島浮羅交怡，以其林木蓊鬱的山丘、浪漫的白色沙灘與晶瑩澄澈的海

水等熱帶風情迎接來訪的每位旅客。因其古代地質構造運動所衍生的神話，浮羅交怡島有個神祕的別名

《傳說之島》，如今與馬來西亞並肩寧靜地漂浮在天藍色的安達曼海域上。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中華樓中式合菜 晚餐：海鮮中式合菜+啤酒暢飲 

住宿： Goldsands Hotel Langkawi 或 Bayview Hotel Langkawi 或 Adya Hotel Langkawi 或同

級旅館 

 

第三天 蘭卡威～離島遊(孕婦島、濕米島、水晶島、海鮮 BBQ、海釣、南部紅樹林生態

+餵老鷹)－東方村（高空纜車、電軌車、世界最大彎曲吊橋、天幕劇場、環景

震撼車、3D 互動藝術博物館、眺望七仙井瀑布）－蘭卡威  

【離島遊(孕婦島、濕米島、水晶島、海鮮 BBQ、海釣、南部紅樹林生態+餵老鷹)】 

● 孕婦島：孕婦島為一座位於馬來西亞西北部的島嶼，與蘭卡威島間的最短距離約 1.2 公里，是吉打

州中僅次於蘭卡威島面積第二大的島嶼。據傳一對夫婦婚後久無子嗣，來到湖邊祈求喝了湖水就懷

孕，從此出名，並大受歡迎。島上孕婦湖是蘭卡威群島中最大的湖，座落在蘭卡威島以南青翠山林

密佈的島上，湖邊的高山和突出的岩石輪廓就如一名仰臥著的孕婦。 

● 濕米島：這的海水十分清澈透明，肉眼可以直接看到水底有許多小魚，沙灘純淨柔軟，非常適合赤

腳走在上面漫步，無論是休息游泳，或是浮潛都非常適合，在此將安排您享受海釣的樂趣與快感。 

● 水晶島：島上有時可見野鹿及野生猴子，野趣十足。午餐在此享用海鮮燒烤 BBQ。 

● 紅樹林生態沼澤區：續安排搭船遠眺原始的紅樹林生態沼澤區，沿途河岸紅樹高大喬木盤根錯節，

經由一條條氣根向下紮根，在此你可以觀賞到招潮蟹、彈塗魚等紅樹林生態。 

● 野生老鷹餵食：精彩又刺激有如 DISCOVERY 的自然生態頻道餵老鷹的絕活，觀賞老鷹攫取獵物的

英姿，令人大呼過癮！ 

備註： 

1. 紅樹林生態遊、三離島，請給付船家小費每人馬幣 3 元；如需租用浴巾，請另外支付清潔費每條馬

幣 2 元。  

2. 野生老鷹餵食秀需視當天老鷹狀況而定，若因狀況不佳，請恕無法安排觀賞，敬請見諒！ 

3. 離島上有猴子，敬請各位遊客注意看好自己的包包，並且請勿帶食物來餵食，以免發生被猴子咬傷或

抓傷的意外。 



【東方村 Oriental Village】位於馬西岡山的山腳下，曾是電影《安娜與國王》的拍攝場景之一。園區

中心是一座頗具東亞情調的花園，裡頭販傳統服飾與手工藝品的店鋪；不同於一般主題樂園，這裡以提

供特色美食、手工藝紀念品和引人入勝的傳統建築造景為主，東方村內還有座能通往 Mat Chinchang

山的人氣纜車站，陡度頗高的纜車沿途驚險刺激，越往高處爬，山側的七仙井瀑布、熱帶雨林美景跟著

映入眼簾，山頂觀景台可 360 度俯瞰島上風光，天氣好時，布茹拉海灣、遠方的孕婦島清晰可見，遼闊

視野讓人心情也隨之開朗。 

【360 度高空纜車 SkyCab】馬西岡山擁有全島最古老之岩石，而欣賞這古老地質的最佳方法就是搭乘

360 度高空景觀纜車，由平地坐到對面海拔 708 公尺的高山上，有如緩慢的雲霄飛車，刺激又可看美景。

全程約 10 分鐘。到達山頂後，從這裡可以以 360 度無死角的視野欣賞蘭卡威全貌；可以眺望世界最大

彎曲空中觀景吊橋，不讓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專美於前，這座鋼造吊橋蜿蜒於兩座山頭間，由吊橋上

可以俯瞰整個馬西岡山叢林及蘭卡威西北部海景。 

【天空之橋 SkyBridge(含電軌車 SkyGlide) 】為省去步行時間，特別安排搭乘電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

彎曲吊橋。獲選為馬來西亞十大標誌性建築，這座吊橋蜿蜒於兩座山頭間，由吊橋上可以俯瞰整個馬西

岡山叢林及蘭卡威西北部海景，這座世界最大的觀景吊橋，同時承載 2 千人，足見它的巨大及壯觀，但

卻僅由兩山間的一個主要支撐架撐住，彎曲的橋身採用堅固的頂級鋼材，彎曲弧形的橋面人行道則用木

板拼接而成，走在上面有一點搖搖晃晃。要先克服懼高產生的頭重腳輕感覺，也十分驚嘆建築師功力高

超！觀景橋的頭尾兩端，各有一座三角形的瞭望平台，提供賞景空間可以遠瞰到泰國的本土；景象充滿

震撼力！ 

【天幕劇場 Sky Dome Imax】天空穹頂提供 360 度的 3D 圖像，他將掩蓋你的視野。這種感覺就好像

是身歷其境、仰望滿天星斗的感覺。體驗從外太空地球美景到大自然的奇特現象。（劇場會不定期更換

IMAX 影片內容，行程以當天所提供影片為主，無法指定，敬請見諒。） 

【3D 藝術館】3D 視錯藝術風摩全球。讓您享受 3D 的奇幻體驗，您可以和不同有趣的 3D 畫合照，拍

出生動有趣的照片和朋友分享。發揮您無限創意的想像力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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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景震撼車 Sky Rex】坐在電車上戴上 3D 眼鏡，搭配燈光效果、水噴霧、震動、環繞聲的結合讓你

感覺就好像是身歷其境。 

【七仙井瀑布(遠眺)】據傳說從前有許多仙女愛到這裡洗澡和嬉戲的七仙井，該處有個淡水溪流沖刷而

成的 91 公尺高大瀑布，這座瀑布是因為被間隔成七個天然水潭而得名，瀑布周圍的青翠森林更為此瀑

布添加大自然的神秘氣氛。 

備註： 

1. 東方村如遇纜車維修、天候狀況，風大纜車停駛時，也無法上山參觀天空之橋，將統一改安排海底世

界替代或現場退費。 

2. 纜車公司有可能隨時維修或關閉而不另行通知，以現場公告為準，敬請諒解。 

3. 天空步道如遇維修、天候狀況不佳，將改為只可遠觀，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4. 電軌車每次只能承載 10 人，一趟需時 5 分鐘，如不願意排隊等候，請改步行前往，恕無法退費。 

5. 如有心臟病、懼高症或年長者或其他身心狀況不佳者，請視身體狀況自行斟酌前往天空之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海鮮燒烤 B.B.Q 晚餐：飯店內用套餐或中式合菜 



住宿： Goldsands Hotel Langkawi 或 Bayview Hotel Langkawi 或 Adya Hotel Langkawi 或同

級旅館 

 

第四天 蘭卡威～吉打港－檳威大橋－康華麗斯古堡、檳城州議會－食物狂想館－特產

巡禮（乳膠專賣店、土產店）－檳城  

【檳威大橋 Jambatan Pulau Pinang】檳威大橋於 1979 年開始興建，1985 年建成通車。大橋跨越海

峽把兩岸的檳榔嶼與馬來半島上的威斯利連接起來，所以稱為檳威大橋。其外觀是高達 225 公尺的中央

對稱扇面線條，大橋全長 13.5 公里，跨海度 8.4 公里，離水面 33 公尺，可容納五萬噸船隻行駛，是亞

洲最長、世界第三長的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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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州議會大廈】這是以希臘圓柱為門廊的建築物，建於 19 世紀，設計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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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膠專賣店、土產店】由專業人員為您解說馬來西亞特產橡膠的生長過程及製造乳膠過程，當場亦可

試試各式各樣的乳膠製品，如乳膠枕乳膠床墊等，也是饋贈親友的好禮物。另外您可在土產中心自由選

購：如豆蔻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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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關仔角夜市 Anjung Gurney】檳城最有名的傳統小吃夜市，您可自費品嚐檳城道地美食小吃，據

說當地有幾種必吃小吃（炒粿條、沙嗲、樂樂、囉吔、蠔煎、叻沙、莫莫查查、紅豆霜…等），對美食有

興趣的人可以一一嘗試看看喔！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麵包雞風味餐 晚餐：夜市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美居酒店 MERCURE PENANG BEACH(原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 或長榮桂冠酒店 

EVERGEEN LAUREL HOTEL 或 Hompton By The Beach Penang 或同級 

 

第五天 檳城─姓氏橋尋根─巧克力專賣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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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專賣店】您可購買到香醇鬱、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回國餽贈親友。 

前往機場辦理手續返回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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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線肉骨茶風味餐 晚餐：機上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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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