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KUL016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 號 10樓 

馬來西亞~吉隆坡、馬六甲、波特申海邊渡假六日遊 
《全程無自理餐、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高雄直飛》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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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市場(中央藝術坊)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KUL016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 號 10樓 

 

 

◎皇家雪蘭莪錫器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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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英雄紀念碑、獨立紀念廣場、英式火車站 

   

◎巴比倫購物城 Pavillion Shopping Mall 

   

●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吉隆坡機場：瑞享飯店★★★★Movenpick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re KLIA 

採用伊斯蘭設計風格的吉隆玻現代酒店，距離吉隆玻國際機場 (KLIA) 和吉隆玻第二

國際機場 (KLIA2)、雪邦國際賽車場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和三井奧特

萊斯購物城 (Mitsui Premium Outlet Park) 僅 10 分鐘車程。吉隆玻國際機場瑞享

酒店及會議中心設有 333 間客房，可欣賞到絕佳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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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五星帝苑大酒店 ISTANA  Hotel(市中心逛街方便) 或同級 

吉隆坡帝苑大酒店(Istana Hotel Kuala Lumpur)，地理位置優越，五星級酒店，擁有 505 間

裝飾高雅的客房，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我們的設備包括客房內的高速寬頻網路、公共

區域的 WiFi 服務區、俱樂部閱讀更多 酒吧、健身中心、游泳池，以及商店街。 

    

麻六甲英雄時代廣場酒店 Hatten Square Malaka Hotel 或同級 

2012 年 4 月 1 日全新開幕五星級，耗資 1 億 5 千萬馬幣建造，媲美東京銀座，界時 22

樓高的 Hatten Square 將是當地最高的建築物，也是唯一擁有可同時俯瞰遺產區及海景的

大樓。它結合了旁邊的英雄廣場，也將成為洲內最大的購物廣場，遊客可在這逛上一整

天。 

    

保證入住麗昇泳池別墅(GARDEN POOL Villa 房~升等海景房)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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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Lexis Port Dickson（麗昇海上泳池別墅），以傳統的馬來式建築花園泳池別墅 (Pool 

Villa Chalet)為整體設計，獨特的熱帶巴里式設計，加上迷人的海岸風光、舒適典雅的休

閒住宿及設施，自飯店眺望麻六甲海峽的壯闊景觀，彷彿來到遠離塵囂的海外樂園。放

縱自己在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機會，擁有一個私人游泳池和露天花園上述海域。每間房皆

有長型寬大的游泳池，液晶電視，國際水準的現代化電器設備和一間最先進的小廚房；

優雅和寬廣臥室，並有 2 張超大的 King Size 的床，Out-door shower 露天淋浴設備，也可

倚窗吹吹海風，看日落的餘暉，讓您真正體會渡假的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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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 / Air Ａsia 
2009 年-2018 年，連續 10 年被 Skytrax 年度世界航空調查評選為『世界最佳底成本航空公司』 

亞洲航空公司（Airasia Airline，簡稱：亞航），是馬來西亞的一家廉價

航空公司，是亞洲地區第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也是馬來西亞第二家

國際航空公司，母公司是 AirAsia Berhad。亞洲航空於 2001 年成立，共有 192 條國內及

國際航線，覆蓋 20 多個國家。2004 年 11 月 22 日亞航在馬來西亞大馬證券交易所成功

公開發行股票，成為上市公司。亞航一直致力於將低成本飛行帶到新的高度，使「現在

人人都能飛」的信念成為現實，並連續 6 年獲得「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稱號。 

 

 

 

●來回機上安排精緻簡餐 ●行李托運去程 20kg 回程 25kg ●手提隨身行李 7kg 
▲機位訂位須知 
1.機票一旦開立後，不可更改日期，無退票價值，亦不可改名或換人。 
2.請旅客務必提供正確護照拼音、效期、號碼、性別、出生年月日及其中一位旅客的聯
絡電話若提供錯誤資料造成費用產生需自行負擔。 
3.旅客需於起飛前 2.5 小時至地面代理航空櫃台辦理報到手續，地面代理櫃台會於起飛
前 1小時關櫃，不受理報到，敬請留意機場報到時間。 
4.亞洲航空通知若非人為因素，例如：颱風、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因而航班時間變動
或取消，亞洲航空不承擔賠償旅客損失責任遇此狀況。 

*機票費用說明若有異動，將依航空公司最新公佈消息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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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第一天 

高雄→吉隆坡國際機場→吉隆坡 

參考航班：亞洲航空 AK171 13:45/18:05【每天飛】 

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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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30 

/住宿飯店：吉隆坡市中心宜必思飯店 (ibis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或同級 

第二天 

吉隆坡→《約 35公里，車程 40 分鐘》→未來太子城、粉紅清真寺、千禧紀

念碑、總理府(外觀)→《約 138公里，車程 2 小時》→馬六甲~雞場街(古董

街)散步策～有故事的咖啡館、三輪車古蹟之旅~荷蘭紅屋.鐘樓.葡萄牙廣

場.聖芳濟教堂.聖地牙哥碉堡 

行

程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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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粉紅清真寺等。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爲普特清真寺，在市區的這主要清真寺建成於 1999 年。它位

於總理府和布城湖的右邊。廣場側面是水上清真寺的全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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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爲上下兩層，二樓供四千名女子專用，樓下爲八千男子使用。每當做禮拜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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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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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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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紀念碑】是本市的華盛版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版本。被認爲是布城的國家

歷史遺蹟，千禧紀念碑是一個金屬方尖塔，有六十八米高和位於在第二區的 25 公頃

的公園上。用馬來西亞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和事件，蝕刻在紀念碑上來裝飾它。 

【總理府(外觀)】這壯觀的建築群坐落在城市的主要山丘上，它是的馬來西亞政府的

行政機關和馬來西亞總理的辦事處；太子橋全長四百三十五米，連接政府和混合發

展區，以及布城獨立廣場和城市的大道。這座橋是由三層組成，一層是用來行走單

軌列車，一層是行車，而一層是行人；布城湖是利用以前開采錫礦後留下的廢礦坑

改建成的。太子廣場、首相府、清真寺、會議中心、州皇宮和配套住宅等依湖而建。

這個有六百五十公頃大的人工湖是用來充當城市的冷卻系統。它現在已成爲一個主

要的各種水上運動活動的場地，包括一級方程式賽艇錦標賽和亞洲獨木舟錦標賽。 

【雞場街散步策】雞場街(Jonker Walk)又有古董街之稱，街上不乏建築充滿中國風格

的樓房民宅，讓人時空錯置的感覺。在這條古董街上，簡直是個寶藏，遊客喜歡到這

裡搜尋李小龍的紀念品，尋找南國電影的海報，找尋罕有的舊紙幣，包括英治時代、

日治時代馬來西亞的鈔票，印度、葡萄牙、荷蘭，其至中國的舊錢幣、鈔票。 

【有故事的咖啡館】這裡曾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您可點杯道地

的白咖啡，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的情節。 

【搭乘坐人力三輪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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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車遊古城，請旅客自理車伕小費 RM2/一台車。 

【葡萄牙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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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紀念被譽為東方使

徒的聖芳濟。 

【荷蘭鐘樓、荷蘭紅屋】荷蘭人在 1641 年戰勝葡萄牙人後所建造的建築物。當時不

但是荷蘭總監居所，也是荷蘭人統治馬六甲時期的政府行政中心及市政局。 

【聖地牙哥碉堡】葡萄牙人於 1511 年所造城堡，後來荷蘭人攻陷時，將城堡毀掉，

之後又重新修建。1808 年統治馬六甲的英國人有意將城堡摧毀，後由萊佛士插手幹

預，古城門得以保存至今。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30 晚餐：中式合菜 RM40 

/住宿飯店：麻六甲英雄時代廣場酒店 Hatten Square Malaka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馬六甲~古運河遊船、漫步雲端 Sky Tower 玻璃走廊→波特申～麗昇泳池別

墅(GARDEN POOL Villa)~渡假村自由活動 

行

程

內

容 

【古運河遊船】沿著馬六甲運河兩岸，欣賞古色古香的風光及中國古建築，途經運

河上各式橋樑，河岸垂柳，別有一番風味。 

【SKY TOWER 觀景台】為馬六甲最新地標,其中觀景台位于 The Shore 最高的 43 樓，

也是全甲最高的建築物，讓大家從最高處觀賞馬六甲美景。觀景台上備有懸空的伸

展台，以及玻璃走廊，讓參觀者體驗踏在高空上的感覺，同時也能在懸空伸展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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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試試膽量喔!!並可 360 度方向觀賞馬六甲的美麗夜景。 

註：◆SKY TOWER 觀景台僅含入場門票，未含拍攝照片，如有需要可現場購買。接

著前往有馬來西亞黃金海岸之稱的海濱渡假區～波特申，沿途可欣賞綿長的黃金沙

灘，將安排您入住獨具特色的馬來式建築方式的麗申渡假村，寧靜舒適的環境更是

享譽全馬。您可與家人來個甜蜜約會享受大海美景。 

●渡假村內活動設施如遇須付費，依飯店現場規定自行購買預約使用。 

沙灘排球：三五好友一起體驗陽光沙灘下的樂趣。 

沙灘足球：好友一起共享娛樂的時間。 

水上健身：專人耐心指導於水上的新體驗。 

趣味相撲：誰敢來挑戰，穿上胖胖的相撲裝挑戰誰把對手撞出去。 

室內球類運動：乒乓球﹑桌上曲棍球腳踏車：微風伴隨下的休閒與運動的結合。  

拉弓射箭：在教練的指導下，練習百步穿楊的技巧，看看誰是最佳神射手。 

你還可以在飯店泳池畔無拘無束的享受日光浴！或享用飯店的豐富的設施，如：泳

池、健身房等等。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30 晚餐：海鮮風味 RM50 

/住宿飯店：Grand Lexis Port Dickson（麗昇海上泳池別墅）~升等海景房) 或同級 

第四天 

享受沒有晨喚的早晨~渡假村自由活動~11:00 退房→《約 90公里，車程 1.3

小時》→吉隆坡~新蘇丹皇宮、土產巡禮：巧可力+土產、中央市場(中央藝術

坊)、雙子星花園廣場、亞羅街夜市 

行       

程         

內

容 

【新蘇丹皇宮】2011 年全新打造蘇丹皇宮，花費近 80 億台幣，建築的特色帶有馬來

和伊斯蘭風格。門口有 2 個騎兵、2 個站兵，一直都是這樣站著，如果你想合照，只

要靠近在旁合照即可，對了，這邊的騎兵、站兵會換班，據說還有儀式，不過就要看

您的運氣有沒有這麼好囉。 

【可可巧克力】是馬來西亞最具規模一家專賣店，您可購買到香醇鬱、口味特殊的

榴槤水果巧克力，相當具有道地南洋風味。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KUL016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 號 10樓 

行

程

內

容 

【土產巡禮】您可貼心選購伴手禮：如豆蔻膏、芒果糖及名聞中外的肉骨茶及南洋

人參:冬革阿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中央市場(中央藝術坊)】前稱中央市場，由馬來西亞華人葉亞來一手打造而成的舊

巴剎，於 1888 年正式啟用，並在 1937 年完成最後施工，建築原本用作傳統市場之

用，現改建成馬來亞藝術及工藝品市場，中央藝術坊的建築是以馬來亞文化特色設

計的裝飾風藝術建築，並被劃爲文化古跡，是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藝術及工藝品市場。 

【雙子星花園廣場】88 層樓高的雙子星塔是世界最高的雙棟大樓，也是世界第五高

的大樓，樓高 452 米，是馬來西亞最著名的地標，來到吉隆坡必定要造訪的景點之

一，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優雅。為好萊塢電影《將計就計》拍攝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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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羅街夜市~時尚玩家推薦之一吉隆坡夜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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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肉骨茶 RM28 晚餐：亞羅夜市大排檔 RM40 

/住宿飯店：五星帝苑大酒店 ISTANA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吉隆坡~黑風洞(安排每人品嘗燕窩一碗)、土產巡禮：乳膠、皇家雪蘭莪錫器

博物館、吉隆坡高塔 360 度景觀旋轉餐廳~自助午餐、國家英雄紀念碑、獨

立紀念廣場、英式火車站、巴比倫購物城 Pavillion Shopping Mall 

行

程

內

容 

【黑風洞】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險刺激，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它是一

個巨大的鐘乳石岩洞，自百年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一直是吉隆坡郊區最吸引

遊客的觀光點。欲登上黑風洞，得先攀登272 層階梯才可抵達，洞內有一印度神殿，

是印度教大寶森節慶祝活動的重鎮，洞內成群的猴子及蝙蝠，也有一個四面雕著印

度神話壁畫的小型博物館，洞內還有一個高達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偶有陽光斜

線而入，呈現出奇詭莊嚴的氣氛，保證另您目瞪口呆。 

【皇家雪蘭莪錫器博物館】Royal Selangor 也是行程之一。於 1885 年成立的雪蘭莪由

一蘇丹賜授「皇家」名銜，是世界最大、最頂級的錫器品牌。經營者將工廠改為展覽

館後，除定期展出馬國錫礦歷史外，還供製錫體驗課程以及精緻的錫器禮品，其中

手工製成的茶葉錫罐雕工精美，成為馬國政府的外交禮，來此不妨採買一個作為紀

念，體驗皇室的貴族氣息。 

【乳膠專賣店】由專人員為您解說馬來西亞特產像膠的生長過程及製造乳膠過程，

當場亦可試試各式的乳膠產品。也是饋贈親友的好禮物，相信您一定會滿載而歸。 

天然乳膠是把從橡膠樹上採集橡膠樹汁，通過精湛的技術工藝來結合現代化高科技

設備和多種專利技術來進行起模、發泡、凝膠、硫化、水洗、乾燥、成型和包裝等工

藝，來生產出具有多種優良性能的適合人體，優質健康睡眠的現代化綠色寢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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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吉隆坡高塔360度景觀旋轉餐廳~自助午餐】360度高塔瞭望台是電信、電視和電台

使用的通訊塔，遊客可以在塔上的觀景台俯瞰整個吉隆坡市景。高421米，是全亞洲

最高，也是全世界第四高的一座通訊塔。塔頂則設有360度視野的瞭望台及旋轉餐廳；

360度旋轉餐廳，我們特別安排貴賓們在此享用午餐自助餐，讓您可一面用餐一面鳥

瞰整個吉隆坡的景色，可說是視覺、聽覺與味覺的三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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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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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式火車站】吉隆坡火車總站建於 1910 年，整體建築氣勢磅 ，主樓為白色，具

有摩爾建築風格。從整體看，吉隆坡火車總站酷似城堡，兩端有“城門”供火車進

出。如今吉隆坡火車總站已經被中環廣場取代。大部分設施閒置，只是電動火車服

務的其中一站。 

【巴比倫購物城 Pavillion Shopping Mall】吉隆坡最新最大於 2007/09/20 新開幕之購物

城，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流品牌皆齊聚在此購物城內。一樓的美食

廣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高檔餐廳、簡餐速食，甚至還有一個攤位就叫「士林」，販

賣的當然是台灣夜市小吃，包括炸雞排、甜不辣，另有本地的雞肉乾特產店，以及日

式連鎖餐廳、美式咖啡店、中國餐館、娘惹餐等，選擇多樣。讓您自由享受購物樂

趣。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高塔旋轉自助餐 晚餐：中式合菜 RM40 

/五星帝苑大酒店 ISTANA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吉隆坡→《約 52公里，車程 1小時》→吉隆坡國際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亞洲航空 AK170 08:25/13:15【每日飛】 

行

程

內

容 

早晨專車接往吉隆坡國際機場，專人辦理都機手續，搭乘客機返回台灣，帶著愉快

的心情，結束這次馬來西亞之旅!! 

*本日因搭乘早班機，早餐將安排飯店餐盒，前往機場車上享用，敬請諒解。 

早餐：飯店早餐盒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注意事項： 

*馬來西亞團體,車子只能使用到晚上21:00,超時需付超時車資NT2000元/一台車(每小

時,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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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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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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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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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年 05月 27 日，星期三 

報價：每人費用：26,500 元，現金優惠價 25,900 元 

◎亞洲航空屬於廉價航空公司，訂位規則需依實際的訂位需求報價為主，須整團名單完

整方可作業，請報名的旅客，敬請見諒，歡迎來電包團，另有優惠，滿 16 位即可開團。 

◎報名訂金每位 10,000元 

◎費用包含： 

1.高雄→吉隆坡來回經濟艙機票、含機上簡餐，含行李托運去程 20公斤。 

2.全程住宿飯店 5晚，二人一室。 

3.包含全程司機、領隊、導遊小費，NT:1,200元。 

4.全程 2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醫療險。 

5.含飯店單次(出行)行李小費。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NT$：1,400元。 

2.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每人限20公斤手提7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

交通費。 

3.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

請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7,500元。 

4.馬六甲三輪車小費，每車馬幣:2元。(以含於團費)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或免役證明正本。 

5.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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