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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使用】**下為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航空公司  出發城市  轉停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到達時間  

長榮航空 BR-217 台 北 直飛 吉隆坡 06：30 11：15 

長榮航空 BR-226 新加坡 直飛 台 北 13：10 17：45 

 

【備註事項】報名付訂前，請詳細閱讀以下報名注意事項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含)，以個人旅遊(MINI TOUR)型態進行，安排外站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

程旅遊服務。故於機場內過海關、辦理入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旅客人數達 15 人(含)以上，台灣地區將

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2. 住宿：全程酒店設定為二人一室，此行程無自然單間(領隊或旅客)，如指定單人一間需補付單人房差(半間房費)。 

請注意，因人數不足而不派領隊之團型，若卡單間(例如三人報名)，第三人可選擇加床或補單人房差。 

3. 房型：如需求一大床、連通房、吸煙房、高或低樓層…等特殊房型，請務必收訂時先行告知，因各房型數量有限，恕無

法保證一定入住，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4. 酒店：行程設定酒店皆無法指定，指定需補房差，遇酒店滿房時，以其它同或等級酒店取代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

公告為準。 

5. 用車：10 人以上 25-45 座車為主(一司機+一中文導遊)。 

6. 餐食：中式料理，馬段-7~10 人以合菜 7~8 菜 1 湯為主。自助餐則不在此限。 

7. 新加坡為禁煙國家，除政府所允許開放空間外，酒店禁煙房間內，所有公共場所一律禁止抽煙，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額

罰款。入境新加坡攜帶香菸均需課稅(已開啟過並使用中之一包香菸則可免稅攜入)，倘私自攜帶入境而被查獲，每條香

菸處最高為星幣 2,000 元之罰金。口香糖亦不得攜帶入境，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額罰款(一包煙罰 200 新幣以上)，請旅

客配合遵守。 

8. 新加坡政府規定年滿 21 歲且需持外國護照(非新加坡)，才可免費進入新加坡賭場；且進入賭場不可穿著短褲及拖鞋。 

9. 由馬來西亞入境新加坡依規定不得攜帶口香糖及菸酒(香煙完全沒有免稅額度，一根香煙就會罰款，一包煙罰 200 新幣

以上)，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額罰款，請旅客配合遵守。 

10. 馬來西亞，除政府公告之吸菸區外，已全面落實禁菸法令，違反規定者將會處以高額罰款。 

11. 東南亞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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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旅客務必自行攜帶，另部份酒店不主

動每天更換毛巾，若有需要，需請通知客房人員更換，敬請見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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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該區酒

店用水偏黃，敬請見諒。 

13. 此行程報價僅適用本國人，持外國護照者每人需另行報價。 

14. 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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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購物參觀景點有：乳膠或錫器、土產、巧克力，共 3 站。 

16. 遊覽車上會銷售具有當地風味的土產與紀念品，您可就需求及意願來購買。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免簽證及入境注意事項】 
 入境新加坡之國人須持有有效期限超過六個月以上的中華民國護照及往返機票，可免簽證入境觀光 30 天。(得依入境時

移民官於護照上的註記為準) 

 入境馬來西亞之國人須持有有效期限超過六個月以上的中華民國護照及 30 日內之回程機票或前往第三國機票，可免簽

證入境觀光 30 天。(得依入境時移民官於護照上的註記為準) 

 停留馬來西亞期間足夠財力證明，依規定每日 100 美金或等值外幣、信用卡。 

 馬來西亞為單一國籍制國家，不認可雙重國籍。(使用 2 本不同國家護照入境馬國，倘移民官員察覺，會遭拒絕入境，進

出馬來西亞務必使用同一本護照，若無法順利入境馬國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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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海關規定懷孕 20 週以上(含)的孕婦不得入境，懷孕 20 週以下欲前往者，請務必至醫院開立英文適航證明，方

能入境。(此屬私人因素，報名時務必主動告知服務人員並配合相關規定，因違反規定而不能入境者，得由旅客自行負責)  

 敬請特別注意入境相關事項，不符免簽證規定者，機場移民官員有權拒絕免簽入境(得以原機遣返)。及被他國移民局遣

返留下不良記錄，影響再次入境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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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之旅客，若貴賓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

務必報名收訂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資訊請查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小費說明】 
東南亞國家與台灣的國情相比有些許的不同，小費的給予是觀光地區的例行的慣例與國際禮儀，以下為參考建議小費： 

 行李小費：每次每件酒店行李員小費-馬幣 2 元(約 NT20)。 

 床頭小費：每日酒店客房清理員小費-馬幣 2 元(約 NT20)。 

 額外小費：如住宿酒店有額外請服務生服務時，每次可給予服務生小費-馬幣 2 元(約 NT20)。 

 各自費行程小費：請依照合約內容。 

 隨團服務人員小費：本行程 15(含)以上且加派領隊之團體，導遊+領隊小費以 NT 200 每人/每天為準。 

 隨團服務人員小費：本行程 10~14 人及無領隊隨團服務之團體，導遊小費 NT 200 每人/每天為準。 

 

【行程說明】 

第一天 臺北(桃園) 吉隆坡 三井 OUTLET 購物城 未來太子城（粉紅清真寺、首相府花園

廣場） 雙子星雙塔（不入內） 千禧星光大道～巴比倫購物城 亞羅街美食夜市 
帶著輕鬆愉快的渡假心情，集合於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文化薈萃的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三井OUELET 購物城Mitsui Outlet Park】東南亞最大規模的Outlet Mall，於 2015年 5月開幕，由日本知名度高的三井 (Mitsui) 

於東南亞首座名牌城。內售賣的產品種類多元化，從奢侈名牌、服飾及手飾、香水及彩妝品、巧克力及糖果糕點、孩童服

飾、運動服飾、家庭用品及行李箱等應有盡有。目前開幕的有 130 家店面，滿足你的購物慾。 

・歐美時裝品牌：BALLY、POLO RALPH LAUREN、HUGO BOSS…等。 

・歐美運動品牌：adidas、CONVERSE、new balance、PUMA…等。 

・歐美日用品品牌：Clarks、Le Creuset、Samsonite…等。 

・日本品牌：ACE、asics Factory Outlet、CITIZEN、ISETAN OUTLET…等。 

・亞洲品牌：BEST VALUE OUTLET、Sasa、Universal Traveller…等。 

・馬來西亞本土品牌：BONIA、Carlo Rino、AKEMI UCHI、leather avenue 等。 

【布達拉再也 Putrajaya-未來太子城】全馬來西亞最大首相府，以馬來西亞首位總理的名字命名，望眼整個城市盡是濃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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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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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府佔地相當廣大，其中包括：首相官邸、親水公園、粉紅清真寺及行政中心等。 

【水上粉紅清真寺 Putra Mosque】位於總理府和布城湖的右邊。廣場側面可見到水上清真寺的全貌。這座四分之三建於湖

面上的水上清真寺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兩千人在此做禮拜。清真寺那高高的宣禮塔内播

放的古蘭經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悦耳。 

‧ 遊客可進入參觀，但女性遊客需在入口處自行借取罩袍才能進入，開放時間至下午四點。(開放時間，得依現場公告為主) 

‧ 如遇回教徒朝拜麥加時間或回教節日時，恕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觀，但仍可在外觀拍照留念。 

【雙子星雙塔 Petronas Twin Towers】外表像兩隻玉蜀黍的獨特造型由地面高聳入天際，旅客對雙子星雙塔(Twin Tower)的印

象，就是在電影「將計就計」中，那令人目眩神迷的畫面。 

‧ 吉隆坡的標誌性建築，僅安排取景拍照留念，不安排入內百貨公司逛街。 

【千禧星光大道】吉隆坡夜間最熱鬧，大道上林立著大型購物商場，這裏是吉隆坡的黃金地段，百貨商場聚集各國美食。 

【巴比倫購物城 Pavillion Shopping Mall】吉隆坡為最大購物城之一，擁有 450 間商店，聚集了歐美高端奢華品牌和國際新銳

設計品牌在此。在購物城廣場上，設有一座三碗疊置的絢彩琉璃噴泉，取名為「大圓滿花開」，三個碗交疊是取其「三三

不盡」之意，也意味著馬來西亞三大民族友好融合之情，碗內的大紅花雕刻則代表馬來西亞的國花。該噴泉造型的整體高

度 3.6 公尺，闊度達 6 公尺，是出自是台灣琉璃藝術家楊惠珊之手，也是全世界以脫蠟鑄造技法（Pate-de-verve）完成的最

大型琉璃噴泉。該噴泉落成後，因絢麗的色彩變化和優美的造型，成為該商場最熱門的攝景影點。 

【亞羅街夜市 Jalan Alor】是馬來西亞著名的夜市一條街，一到傍晚，整條人行道上瀰漫著咖喱及烤肉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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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碳烤海鮮、南國風情的水果攤、酸柑汁、沙嗲等等，更不容錯

過黃亞華小吃店燒雞翅。 

宿：新山 3★－ Swiss Inn Hotel 或 Millesime Hotel 或 Ramada Meridin 或 Amerin Hotel 或同級 

早：機上簡餐 午：日式套餐 RM30 晚：肉骨茶風味餐+麵包雞 

每桌一隻 RM30 

第二天 吉隆坡市區觀光（城市規劃展覽館、獨立廣場、蘇丹皇宮） 乳膠 可可巧克力

土特產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荷蘭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 雞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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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街散步策＋特別贈送~榴蓮泡芙 
【城市規劃展覽館 KL City Gallery】由原來的吉隆坡紀念圖書館改造而成，建築物已有 114 年歷史，今門口矗立著巨大的 

「I Love KL」裝置藝術，形成歷史建築與現代藝術對比的特色，也是熱門打卡拍照點。這裡記載了吉隆坡的發展故事。 

【獨立廣場 Dataran Merdeka】位於吉隆坡車水馬龍的拉者路，是馬來西亞宣佈獨立、脫離殖民地統治的儀式舉行地，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 00：01，英國國旗在這裡降下，取而代之的是馬來西亞國旗就在此地冉冉上升，具有神聖的特殊歷史意

義。一支高一百公尺的旗桿，被列為世界最高旗桿之一，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蘇丹皇宮】這是國家元首蘇丹的宮邸，被青蔥的草坪圍繞著。因為是元首宮邸，僅能在外面拍照留念。 

【乳膠】世界最主要的橡樹產地在東南亞，尤其以馬來西亞與越南、泰國最為大宗，品質則由馬來西亞獲得最高評價，素

有橡膠王國稱號，橡樹汁液原物料提供許多現代化物品。安排前往乳膠專賣店，瞭解馬來西亞特產橡膠的生長過程及乳膠

製造概況；乳膠的最大優點，就是抗菌抗塵蟎，而一張正常保養使用高密度天然乳膠產品使用壽命長達 10 年之久。運用在

床墊、頭枕上已經非常普遍，也是饋贈親友的好禮物。 

【可可巧克力】是馬來西亞最具規模一家專賣店，利用馬來西亞特產水果做為內餡，口味非常獨特相當具有當地南洋風味。 

【土特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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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革阿裡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馬六甲是由一名流亡的王子，「拜裏米蘇拉」所發現，之後就迅速發展成為東西方進行商業活動的貿易中心。當時此地進

行香料、香煙及香水等貿易，引起了西方殖民強權的注意。先後受到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的殖民統治。現馬六甲市區的部

分地方，還保留著這些殖民統治者所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及古跡，2008 年 7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馬六甲世界遺產巡禮】 

★荷蘭紅屋：於西元 1641 年至 1660 年間興建，以荷蘭磚瓦砌工及木工技藝建成的建築，正是當時的荷蘭總督及隨從的官

邸，也是歷史遺留下來重要的遺跡。被認為是東方最古老的荷蘭建築。 

★荷蘭鐘樓：建於 1890 年期間，位於荷蘭紅屋的正前方。總吸引許多遊客在此觀賞或拍照留念。 

★葡萄牙廣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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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被譽為《東方使徒的聖芳濟》。 

【三輪車遊古城】徐徐微風中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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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車伕小費每台車馬幣 2 元。 

【特別贈送~榴蓮泡芙】馬來西亞盛產榴槤，品種達 150 種之多，獨特的榴槤泡芙，讓非榴槤愛好者都愛不釋手、無窮回味。 

宿：馬六甲 3★－ Straits Hotel 或 Eco Tree Hotel 或 Ibis HOTEL MKZ 或 NOVOTEL Hotel 或同級 

早：酒店內享用 午：中式料理 RM27 晚：娘惹風味餐 RM30 

第三天 馬六甲 新山 暢遊亞洲第一座樂高樂園 LEGOLAND 三大主題一票到底（陸上樂園、水

上樂園、最新開幕 Sea Life 海洋探索中心） 
前往馬來西亞南部大城─新山，新山是馬來西亞南部之門，是柔佛州的首府。也是繁盛的商業中心，堪稱【馬來西亞南部

之門】與鄰國新加坡隔著柔佛海峽相對，也有「大馬南方門戶」之稱。 

 
前往亞洲第一座【樂高積木主題樂園 LEGOLAND® Malaysia】。 

樂高 LEGO，取名自丹麥語「Leg godt」，意思是玩得好、好好的玩，在玩耍中充分運用想像力。 

樂高樂園就像放大版的樂高世界，帶著大小朋友們與樂高迷，發揮創意，從小小積木也能建立成這夢想的樂園。 

 
【樂高陸上主題樂園】設有七個主題區。「起點站 The Beginning」、「樂高機械組 LEGO Technic」、「樂高王國 LEGO Kingdoms」、

「幻想樂園 Imagination」、「樂高城市 LEGO City」、「探險之地 Land of Adventure」和「迷你樂園 MINILAND」 

園區內的最大的亮點屬「迷你樂園（Miniland）」主題區，使用超過 3 千萬塊的樂高積木，創作出 17 個來自馬來西亞及世界

各地的地標性建築和街道風景，各個巧妙精緻，柬埔寨的吳哥窟、緬甸的卡拉威宮、中國的故宮與萬里長城、印度的泰姬

瑪哈陵、泰國的鄭王廟…等等，充滿地道色彩。 

別忘了到 The Big Shop 亞洲最大樂高專賣店，訂製專屬於你的樂高作品。 

【樂高水上主題樂園】不但有樂高水上城堡，還有250公尺的漂漂河，讓大人小孩玩得不亦樂乎。對於喜歡刺激的人，六線

道的高速滑水道絕對能投其所好。還可以嘗試超大型滑水道，坐在六人坐的大型泳圈裡，一路旋轉進水中，老少咸宜。 

【樂高Sea Life探索】秉持著樂高“玩樂中打造想像力”的理念，通過各種精彩故事和近距離互動方式增進孩子們對海洋的認

識，同時培養他們愛護海洋環境的意識。在參觀海洋探索中心時，遊客也會發現樂高人偶和樂高海洋生物的踪影。  

‧ 今日請攜帶防晒用品、泳衣、毛巾與替換衣物，以免錯過水上活動的樂趣。 

‧ 樂高樂園三大主題門票，僅限一次性進出。 

‧ 樂高樂園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因部份設施未開放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樂高樂園門票，若未依規定使用因而逾時超過時效性，一律視同自行放棄不得退費。 

宿：新山 3★－ Swiss Inn Hotel 或 Millesime Hotel 或 Ramada Meridin 或 Amerin Hotel 或同級 

早：酒店內享用 午：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中式料理 RM30 

第四天 新山 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新加坡環球影城．七大主題區全日暢遊」→小小兵專賣

店 MINION MART→變形金剛 3D 對決→「名勝世界娛樂場 Casino」→「馬來西亞美食街」

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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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項頂尖遊樂設施與獨特景點、融匯電影主題的嶄新項目及表演，讓你身臨其境感受電影魅力。 

新加坡聖淘沙環球影城(USS)，除了有招牌侏羅紀公園，木乃伊等電影為主題的設施，這裡還有多項全世界唯一項目，其中

最受歡迎的就是～變形金剛主題遊樂項目(Transformer Ride)！ 

 
園區內設有 7 個不同電影主題區： 

1.『好萊塢星光大道 HOLLYWOO』 

‧ 以及百老匯風味的好萊塢劇院（以好萊塢著名劇院 Pantages 為設計藍圖)。 

‧ 電影《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裏的經典漢堡屋梅爾斯 Mel’s Drive-In 速食也重現於此。 

‧ 電影神偷奶爸中搶眼的小小兵，超高人氣席捲全球，也在新加坡環球影城內開了『小小兵專賣店 MINION MART』，大肆

掃購記念品之餘，別忘了跟小小兵公仔合照哦。 

2.『紐約大道 NEW YOR』 

‧ 「電影特效片場」由電影大師史蒂芬史匹柏主持，向遊客揭露驚心動魄電影場景的幕後製作。 

‧ 全球首個以『芝麻街遊樂主題』的室內遊樂項目《義大利麵太空戰》，帶著小朋友一起度過美好的一天。 

‧ 不容錯過在紐約區展開一連串表演秀，包括芝麻街人氣大明星大鳥、艾摩、甜餅怪、伯特和厄尼…等等的演出舞臺。 

3.『科幻城市 SCI-FI CITY』 

‧ 遊客可登上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車《太空堡壘》，親身參與人類與機械人之戰，紅、藍兩色雲霄飛車，同時出發，交叉

同時運轉。高速度達 82.8km/h~90km/h，最高會升至 14 層樓的高空，不時還會再空中來個不期而遇呢！ 

‧ 突破性機動遊戲－『變形金剛 3D 對決 之終極戰鬥』，透過效果逼真的立體場景，精彩演繹電影場景，親身參與 3D 終

極決戰，連場驚險激鬥，影迷們直呼百遍也不厭倦呢！ 

4.『古埃及 ANCIENT EGYPT』 

我們回到古埃及的黃金時代，尋找古埃及文物！ 

‧ 親身經歷木乃伊復仇記雲霄飛車的驚險刺激。 

5.『失落的世界 THE LOST WORLD』 

‧ 身臨其境地闖入遠古的侏羅紀恐龍世界，穿梭在茂密的原始熱帶雨林，與恐龍為伍深入體驗「侏羅紀河流探險」。 

‧ 根據「未來水世界」電影而搬演的爆炸性演出，可觀賞到唯有環球影城才敢於呈獻的高超特技，必定讓遊客拍案叫絕。 

6.『遙遠王國 FAR FAR AWAY』 

根據夢工場動畫出品的史瑞克系列，打造出貴族和夢幻世界結合體。 

‧ 在世界首個「遙遠王國城堡」內，有機會與史瑞克及菲奧娜公主相遇 

‧ 「史瑞克 4D 影院」：跟著史瑞克和多話驢一起前往刺激滿點的冒險！合闔家歡樂。 

7.『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跟隨夢工廠動畫的賣座巨片馬達加斯加，一起飄流到馬達加斯加的神秘世界。 

‧ 全球首創「馬達加斯加木箱漂流記」，在幻影、聲效及特效等科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奇幻旅程。 

‧ 參加朱立安國王旋轉舞會，登上旋轉木馬共用天倫。 

 
【節慶大道】在名勝世界心臟地帶穿心而過，堪稱一條集購物、餐飲、博彩、娛樂於一體的娛樂大道。 

【馬來西亞美食街 Malaysian Food Street】充滿濃厚懷舊色彩的美食街，品嘗來自大馬各地的著名街頭小吃與佳餚美食。有

國際知名的「鳳凰餅家」、「福建蝦面」、「馬六甲雞飯粒」、南洋經典消暑甜品「檳城晶露」、紅豆冰和意米水…等等。 

抽出一些時間，來到【名勝世界娛樂場 Casino】進入其中，迎入眼簾，是美國坡璃工藝大戴爾奇胡利(Dave Chihuly)驚人的

坡璃藝術品《寶船》，灑滿橘黃燈光的挑高空間，一株株人工棕櫚樹矗立其中，洋溢著熱帶島嶼風情，而一張張賭桌則擺

開在樹下，歡迎來客到此賭一把。賭場中超過 1300 台老虎機，還有「百家樂」「比大小」「輪盤」「21 點」等約 20 種的

中外博弈遊戲。試試手氣，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 環球影城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因部份設施未開放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環球影城門票，若未依規定使用因而逾時超過時效性，一律視同自行放棄不得退費。 

‧ 新加坡政府規定年滿 21 歲且需持外國護照(非新加坡)，才可免費進入新加坡賭場；且進入賭場不可穿著短褲及拖鞋。 

宿：新山 3★－ Swiss Inn Hotel 或 Millesime Hotel 或 Ramada Meridin 或 Amerin Hotel 或同級 

早：酒店內享用 午：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第五天 新山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 臺北(桃園) 
早上於酒店享用完早餐後，隨後，前往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帶著滿滿的禮物及回憶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結束這次 南國馬新 5 日之旅。 

早：酒店內享用 午：機上簡餐 晚：x x x 
‧ 旅客於離島或酒店泳池或海邊參與水上活動時，請注意自身健康及安全，患有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動完手術、

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 

‧ 上列行程為參考資料，忠於行程參觀內容不減之原則下，得依航空公司班機及旅館確認之實際情形及團體行進之交通狀

況酌情參考調整順序或互換觀光點，恕不另行通知，請以說明會告知為準，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