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編號 出發地 目的地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汶萊航空 BI 452 桃園 汶萊 15:00 18:30 

第四天 汶萊航空 BI 451 汶萊 桃園 10:15 13:45 

精采行程 

第一天 台北/汶萊－餐廳用餐—奧瑪阿里清真寺+夜景—酒店休息 

帶您飛往位於婆羅洲北部的閃亮明珠：汶萊，體驗這個貴氣十足，充滿神秘色彩的回教國

家吧！面積僅 5765 平方公里，稍大於新加坡的十倍，首都為斯里巴加灣市。  

身處於汶萊猶如童話般的阿拉伯城堡景緻，幽靜安寧景象更令遊客無法與其他東南亞國家



聯想在一起。 

奧瑪阿里清真寺(外圍參觀)：參觀汶萊標誌性建築物，是由第 28 任國王修建的，也是首都

斯里巴加灣市的象徵，與傑米清真寺的靜謐脫俗的精緻相比，奧瑪阿里清真寺則顯得雍容

華貴的大氣。清真寺前方清幽如鏡的湖水被一艘石舫點綴，恰好與藍天白雲構成一幅純天

然畫卷。 

 

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TK餐廳(八菜一湯) 

SGD 15/人 

住：可自選以下飯店，另行加價升等 

                           四星愷悅飯店 Higher Hotel 

                           四星輝煌飯店 Mulia Hotel 

                           四星先得坊酒店 The Centrepoint Hotel 

                    五星瑞池國際酒店 The Rizqun International Hotel 

                           五星雷迪森飯店 Radisson Hotel Brunei Darussalam 

第二天 蘇丹紀念館－傑米清真寺－蘇丹王宮(車遊)－汶萊星巴克--馬來文化中心－ 

        海事博物館－汶萊手工藝術中心－參觀帝國酒店欣賞汶萊日落--加東夜市 

蘇丹紀念館：館內陳列汶萊的歷史古蹟文物及蘇丹皇后與王妃在慶典中穿著的衣飾與白皇

冠、皇宮縮影模型和照片。 

傑米清真寺：堪稱世界上最先進(全部電腦化)、最豪華的清真寺，今天会安排進入清真寺

參觀(男性如穿著短褲及女性入內參觀，均須穿著清真寺免費所提的黑袍 )，莊嚴的氣息將

令您震懾，令人印象深刻。 

蘇丹王宮(外圍參觀)：皇宮計有 1788 間貴賓房，為全世界最大的住宿皇宮。 

馬來文化中心：裡面珍藏汶萊傳統的藝術及手工製品，您可以在此看到當地婦女設計製作

傳統的沙龍布。 

海事博物館：汶萊的生活分不開船與河流，館內共分三區汶萊海洋沉船展覽廳、汶萊船隻展覽廳及臨

時展覽廳，一睹汶萊海事生活。 

汶萊手工藝中心：美術和文萊的工藝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是汶萊民族的驕傲的遺產的一

部分。手工藝中心可看到的銀器，銅器，木雕，短劍製作、織布以、墊和籃子編結。  

有時還可以在中心看到有人表演用古早的編制工具來編制布。  

加東夜市：在這裡您能買到熱帶好吃的水果以及品嘗當地風味的烤雞翅沙爹，烤魚……等

等；或是可到 COFFEE BEAN，COFFEE ZONE 喝喝咖啡、到 SPA 館按摩一下，感受汶萊的夜生

活！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千禧自助餐 

SGD 15/人 

晚餐：帝國酒店麗宮餐廳 

(八菜一湯)SGD 20/人 



住：可自選以下飯店，另行加價升等 

                           四星愷悅飯店 Higher Hotel 

                           四星輝煌飯店 Mulia Hotel 

                           四星先得坊酒店 The Centrepoint Hotel 

                    五星瑞池國際酒店 The Rizqun International Hotel 

                           五星雷迪森飯店 Radisson Hotel Brunei Darussalam 

第三天 水村甘邦阿偞(下午茶點＋飲料)－長鼻猴之旅－傳統市場— 

        YAYASAN基金廣場—油田—十億桶原油紀念碑—水晶公園+皇家俱樂部外觀 

水村甘邦阿偞 Kampong Ayer：被葡萄牙航行家麥哲倫譽為「東方威尼斯」，身臨其境地感

受汶萊鄉村純樸的生活。這住著將近 30,000 左右人口，室內設施之完善，規模之大超乎您

的意料之外，高腳木屋之間以木板橋相連接，家家戶戶守望相助，在這民風憨厚的水上人

家。 在此特別安排搭乘水上計程車，遊覽千年歷史傳統的水上人家住屋。特別為大家準備

簡單「馬來式的下午茶點＋飲料」，讓您也可在此體驗純樸的水上人家。 

長鼻猴生態之旅：前往紅樹林，開始我們的導遊帶領您暢遊在紅樹林地帶，尋覓長鼻猴的

蹤影，婆羅洲是全球唯一存在長鼻猴的島嶼，而且此珍貴的生物已經頻臨絕種，導遊將向

您講解紅樹林與長鼻猴的生態特點。如果幸運，我們會有機會觀賞到紅樹林中各中野生動

物的縱影！如各種水鳥、鱷魚、蜥蜴、水蛇、水獺、長鼻猴等野生動物和美麗的黃昏和數

百隻白鷺的歸巢壯觀場面。 

傳統市場(Tamu Kianggeh)市場位於市中心,而且到市區的酒店在步行距離內。市場總是充

滿活力地忙碌着，特別是在星期五和星期天。非常的豐富多彩,人們可以找到出售的各種各

樣的當地產品、古董和外來寵物。這是一個體驗當地文化以及和當地人打成一片的好地方。 

蘇丹基金商場 Yayasan：汶萊最大的購物中心。它屬於汶萊蘇丹基金會的產業，下車時可

別忘了攜帶相機，在廣場的中心可拍攝奧瑪哈裡清真寺美麗的全景喔！  

詩里亞油田開採石油的情形，瞭解當地如何探勘石油，此油田於 1929 年發現石油，生產石油在 1932 

年，至目前每天原油產量約 20 萬桶，為汶萊的重要經濟來源。 

十億桶石油紀念碑參觀 BILLION BARRELS 及 NODDING DONKEY 抽油機參觀。 

水晶遊樂公園(外觀)Jerudong Park：耗資數十億美元、占地三十甲，堪稱東南亞最大的水

晶遊樂公園。於水晶宮外觀拍照。這乃是世界最大的水晶，是王妃送給蘇丹的生日禮物。

下面的支架都是 18 k 金的金箔.晚上拍起照來更是閃耀生輝。 

皇家俱樂部(外觀)：汶萊最大的皇家俱樂部，裡面有世界級 18洞高爾夫球場，馬球場，馬匹，當然

重點在裡面有超過 350只馬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品種。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添富餐廳(八菜一湯) 

SGD 15/人 

晚餐：翠香閣餐廳 

(八菜一湯)SGD 15/人 

住：可自選以下飯店，另行加價升等 

                           四星愷悅飯店 Higher Hotel 

                           四星輝煌飯店 Mulia Hotel 

                           四星先得坊酒店 The Centrepoint Hotel 

                    五星瑞池國際酒店 The Rizqun International Hotel 

                           五星雷迪森飯店 Radisson Hotel Brunei Darussalam 

第四天 騰雲廟—生態走廊－吳尊麵包店（送客人一人一個吳尊至愛的巧克力麵包） 

午餐後返回飯店—飯店內自由活動 



汶萊騰雲殿是汶萊唯一香火鼎盛的佛教徒和道教徒膜拜的場所》殿內所供奉的神明，包括境主【廣澤

尊王】、【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保生大帝】、【李府哪吒三太子】、【註生娘娘】、【福德正神】，與

【虎爺公】神明之威靈顯赫。 

生態走廊：為紀念蘇丹登基 50 週年金禧年而興建的公園。 

吳尊麵包店（送客人一人一個吳尊至愛的巧克力麵包）：此行程特別安排至吳尊貝肯庄麵包店和他爸

爸所經營的旅館一樓門口做參觀拍照，二樓就是吳尊本人所經營的健身房唷！幸運的話可以碰巧遇見

他，與他來個親密的合照，絕對羨煞所有親朋好友！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皇朝餐廳中式合菜  

SGD 15 /人 

晚餐：飯店內自助餐 或 

中式合菜 SGD 15 /人 

住：可自選以下飯店，另行加價升等 

                           四星愷悅飯店 Higher Hotel 

                           四星輝煌飯店 Mulia Hotel 

                           四星先得坊酒店 The Centrepoint Hotel 

                    五星瑞池國際酒店 The Rizqun International Hotel 

                           五星雷迪森飯店 Radisson Hotel Brunei Darussalam 

第五天  汶萊/台北 

享用豐盛的早餐後，大家可享受酒店的設施。隨後則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且讓「和平之

鄉」-汶萊的美麗景色，充實您的行囊，為此行愉快的旅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溫暖的家 

備註 
＊本行程交通住宿餐食及景點，有時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景點，若遇特殊情況如飛機、船調度延誤

起飛、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會以當地安排為主，

敬請各位旅客見諒。 

【簽證應備資料】 

申辦汶萊 簽證應備資料說明 

所需資料 

1.【7 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正本】及本人簽名、護照內空白頁需有 10 面以上。 

2.身份證正反面【彩色】影本 

3.工作天：約 10 天 

4.兩吋白底彩色 2 張(需六個月內近照) 。規定說明如下： 

說明１：同護照規格（白底大頭，頭頂至下巴 3.2-3.6 公分）照片不可和護照內舊簽證相同。 

說明２：審核相當嚴格，請勿提供舊照片。不可穿黃色衣服、無袖背心，男士上衣要有領子。 杜拜注意事

項 



汶萊簽證注意事項 

請務必提供旅客<職業／聯絡電話／居住地地址>等資料。 

本行程所載明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

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汶萊旅遊注意事項】 

✿氣候：屬赤道熱帶型氣候，炎熱多雨，四季如夏，故以夏裝為主，長年氣溫介於攝氏 24-32 度之間，每年

十一月到隔年二三月為雨季。 

✿語言：官方語言為馬來語，也可使用英語及華語(含台語及客語)。 

✿時差：與台灣沒有時差。 

✿電壓：220V-240V。(50HZ 插頭型式，為三孔平頭型) ，如帶電器用品請自備變壓器及多用插頭。 

✿貨幣：汶幣(BND)與新加坡幣(SG)等值，並可在兩國境內通用。 

✿電話：汶萊撥台灣 00+886+2(區域碼)+電話號碼。台灣撥汶萊 002+ 673+電話號碼。 

✿若您有特殊餐食之需求，如素時、不吃牛肉…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便為您安排餐點。汶萊餐

廳多為 Halal Food，並提供回教食品無豬肉，食物口味多以辛辣為主。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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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敬告素食貴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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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汶萊為熱帶氣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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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著：以輕便的衣著為宜，但因為回教國家，女性忌著無領、無袖、暴露之上衣及短熱褲或短裙。有些正

式場男生須穿西裝，女生可穿洋裝或馬來傳統服飾。一般人避穿黃色衣服，除非汶萊皇室。 



✿汶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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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萊水源為地面河川水，不宜生飲，自來水需使用濾水器過濾煮沸後，始可使用。 

✿汶萊因是回教國家，公共場所皆不販售酒，亦不可飲酒，境內也沒有 KTV、沒有夜生活娛樂。 

✿回教徒女性必將頭、手、膝都遮起來，異性也不得與之握手。 

✿清真寺前遵守規定，步行期間不可踩到祈禱地毯，週五齋日不開放參觀。 

✿觀光客凡年滿十八歲者，可攜帶二瓶酒(每瓶 1 公升或一打啤酒/每罐 350 毫升)，但入境者需填表申報。

香菸亦准許攜帶 200 支，須付稅。1 包菸(20 支)須付稅汶萊幣 5 元。 

✿攜帶、吸食、販賣、藏匿毒品刑罰最高處以死刑，所以勿幫他人攜帶東西。 

【其他旅遊注意事項】 

✿團體機票，需團去團回不可脫隊。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

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

敬請參團貴賓了解。 

✿【雙重國籍旅客特別注意事項】 

01.依外交部相關規定，國內外旅客進出我國國境均須持用同一本護照，不得持用二種護照交互使用。例如：

前次入境時持台灣護照入境，下次離境時就必須以台灣護照出境。反之亦然。 

02.不論在臺灣地區有無戶籍，凡持外國護照入境者，應持外國護照出境，且以外國護照入境者不得在臺辦

理戶籍登記或恢復在臺原有戶籍。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以不變更行程內容為前提，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

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



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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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祈鑑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

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軍人/役男/接近役齡男子出國須知 

01.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02.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役男是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 

✿其他： 

01.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02.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

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規定請參考網站：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個資保護】 

A.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 

01.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團體，我們將必須保留您之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

交易、提供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團體旅客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



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

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 

02.為了遵守法律、依法抗辯或執行合法商業行為之必要，我們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們

將特別留意您的權益以及確保公平、合法、以及符合比例原則地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B.個人資料的處理 

01.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可能用於維繫您與本公司之間的客戶關係。我們會利用、分析這些資料，以達到符

合您對我們的要求以及回應。除非您有其他特別的指示，我們將傳遞您可能有興趣的本公司各種商品資訊、

專案活動、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如果您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您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即可，

您隨時可以選擇日後不要再收到任何相關資料。 

02.本公司始終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期盼

您有一趟美好的旅程！ 

～～～ 敬祝您 旅途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