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馬發燒 GO～最愛吉隆坡、雲頂法國村、金沙濱海灣、
世界遺產遊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8

年 10 月 14.28.號
11 月 4.11.18.號
12 月 2.9.16 號

現金優惠價：14400

元/人 起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於 2010 年 6 月 23 日完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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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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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遊。
*古都巡旅：聖保羅教堂、聖地牙哥古堡、紅屋區、紅教堂、三寶井、三寶廟。
*有故事的咖啡館：電影《夏日的麼麼茶》拍攝地點，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的情節。
*三輪車遊古城：搭乘裝飾如花車的三輪車遊古城，漫遊麻六甲古城，仿彿回到過去的時空。
*吉隆坡：吃喝玩樂、不夜之城。
*雙子星花園廣場：電影《將計就計》拍攝現場，彷彿身歷其境並可到室內購物中心血拼。
*吉隆坡市區巡禮：皇宮、國家清真寺、高等法院等...。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0/14
〔星期日〕
2018/10/18
〔星期四〕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225

台北(桃園)

新加坡

07:40

12:00

BR228

吉隆坡

台北(桃園)

15:20

20:2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魚尾獅公園～牛車水、佛牙寺～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
旗艦店)～夜間雷射燈光水舞秀～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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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後安排市區觀光行程，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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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車水是早期中國移民的聚居地，這附近一帶是熱鬧的商業區，有各式各樣的新式百貨商城，也有著散發濃
濃殖民時期味道的老式洋樓。這裡保留著早期華人在獅城落地生根的痕跡，古老而特殊的建築特色靜靜的訴
說著歷史，五腳基下的店舖內則是老行家尋寶絕不可錯過的地方；佛牙寺是車牛水最新的宗教文化之地，也
是佛教徒的朝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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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戶外活動廣場，每日將有免費的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約 10-15 分鐘，表演場次為 PM20:00、PM21:30，
遇周末將加演 PM23:00；如活動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候或其他因素未能觀賞，敬請見諒。
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新山，緊臨新加坡車程只需 30 分鐘可抵達，是一個免稅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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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 亞坤下午茶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AMERIN 或 MILLESIME 或 同級

第二天 新山～名牌折扣暢貨中心(PREMIUM OUTLETS)～馬六甲世界文化巡禮～三輪車遊古城～麻六甲
名牌折扣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為全美國著名的大型連鎖名牌中心，全美有 57 家遍及紐約、洛杉
磯、舊金山等大城市，2011 年 11 月在新山 KULAI 區開幕，由產地直銷享有 125%~65%的購物折扣優惠，各
大名牌精品品牌商品應有盡有，給你與眾不同的購物體驗。
午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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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人力三輪車：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兩旁古色古香的建築物，彷彿回到時光隧道之中
註：搭乘三輪車，請旅客自費車夫小費，每台 RM2。
★葡萄牙廣場：建於 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芳濟教堂：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於紀念被譽為東方之使徒的聖芳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重大貢獻。
★三寶井、三寶廟：鄭和下南洋遺留之古蹟，瞭解 600 年前(明朝永樂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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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 娘惹風味合菜
住宿 : STRAITS 或 NOVOTEL 或 IBIS 或 同級

第三天 馬六甲～未來太子城～水上粉紅清真寺～吉隆坡市區觀光～城市規劃展覽館～雙子星塔花園廣
場～千禧星光大道～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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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公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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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

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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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是舉行國家慶典和閱兵遊行的場地相府佔地相當廣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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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宮(外觀)：國家元首的官殿，為一座金黃圓頂的阿拉伯式皇宮，位於皇宮路的一座小山丘上，被碧綠青蔥
的草坪圍繞著，皇宮上旗幟飄揚時，表示國王沒有外出；車經國家清真寺，位於夏穆迪蘇丹路上在火車站附
近是一幢相當特殊的當代回教風格建築；車經高等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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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皇宮門口侍衛.皆配有駿馬.但偶有發生馬匹咬人事件.建議貴賓盡量不要與馬匹拍照或保持較遠距離.確保
安全。
湖濱公園：吉隆坡最受歡迎的公園，充分展示了由人類和大自然共同創造的和諧、優美和幽靜的境界，1888
年代建成，圍繞兩個湖而建，是市內的綠洲，園內花團錦簇、綠意盎然，還設有雕刻藝術廊、創意主題公園
和雨林聳立的勝景，漫步其中，自然心曠神怡。其中的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念碑是為紀
念為國犧牲的馬來西亞保安部隊員而建的。
高等法院(車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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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大廈(車經)：位於湖濱公園一角可眺望湖的全景。建於 1962 年，在 18 層國會大廈內包括會議廳、圖書
館、各類辦公廳、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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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可自費 DIY 製作一本屬於您的木片手作日記本，將您
旅行的點點滴滴全部紀錄在裡面，滿載美好的旅行回憶。
雙子星塔花園廣場：為好萊塢電影《將計就計》拍攝地點；兩座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因直屬馬國政府的
油塔所以無法入內參觀，廣場內有超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以及 COFFEE SHOP，您不妨坐下來喝杯咖啡欣
賞；千禧星光大道上林立著大購物商場，這裏是吉隆坡黃金地段，百貨商場、各國美食餐廳林立。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漁村海鮮合菜
晚餐 :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 Ibis Styles(無加床) 或 SILKA 或 ARENAA STAR 或 CITY COMFORT 或 同級

第四天 吉隆坡～雲頂高原～武吉丁宜法國村～特產巡禮(土產+巧克力)～亞羅街夜市～黃亞華馬來小吃
(品嚐道地小吃燒雞翅、沙嗲、魔鬼魚)～吉隆坡
早餐後前往雲頂高原，到馬來西亞唯一的賭場試試手氣，或漫步於有如仙境一般的高原上，涼爽的氣候讓人
暑氣全消。
註：若雲頂纜車遇天候不佳或維修將改搭遊覽車上山，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法國村：仿造法國東北部的小城－科瑪的傳統建築，橘紅色的屋瓦，搭配著鵝黃、粉紅、嫩綠、雪白的木條
屋牆，充滿著優雅浪漫的藝術風情。在法國村內共有十多家主題商店（包括紀念品、一般日用品、錫器製
品、藝術禮品等），可悠閒逛逛，尋找驚喜。
街道上有著五?六色的馬車，偶爾在街頭上也會看到 Garfield、小丑出來娛樂大家，喜愛拍照的旅客，絕對不
能錯過此景點，肯定讓您流連往返。
巧克力專賣店及土產商店：您可購買到香醇鬱、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及聞名世界的白咖啡及土
產中心您可自由選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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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尚玩家也推薦的亞羅街夜市：一到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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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三種飲食文化的融合，讓您感受異國的馬來文化。
安排亞羅夜市中最受歡迎的小吃店～黃亞華小食店，店裡最有名的燒雞翼及青檸話梅汁最值得來品嚐，另外
還有蕉葉紅燒魔鬼魚及福建炒麵也是不容錯過的，大飽口福後搭乘專車前往酒店休息。
註：逢週一公休日則改發餐費自理。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敬請自理

晚餐 : 馬來小吃

住宿 : Ibis Styles 或 SILKA 或 ARENAA STAR 或 CITY COMFORT 或 同級

第五天 吉隆坡～特產巡禮～機場／桃園
馬來西亞錫器：由專人簡報錫的開採及加工過程，您可在此看到世界最頂級的錫器製成品。黑寶石(錫米膽)
是處錫礦最低層大約 500 公尺，長期吸收錫的精華結晶而成的，結晶過程大約 6000 年，只有馬來西亞生
產。是馬來西亞國寶級的特產，被長一輩的之為馬來玉，自古相傳可以避邪,鎮煞,保平安。
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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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
時，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隆盛紅糟雞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