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2/20、3/6.20                                           團費：每人／NT 11,888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及台胞辦證費用)※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沙巴 被稱為《風下之鄉》，因為它處於颱風圈的範圍圈外。位於北婆羅洲的東部，佔地 74,500 平方公哩，是東馬第二大

州。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的北端，文明世界再也難得一見，蘊藏著豐富奇特的自然生態萬象、變化萬千的原始熱帶雨

林，這裡充滿時代南國風情的都市設施、熟悉的溝通語言、熱情友善的民族必能為您帶來前所未有的全新旅遊經驗。 

 

【飯店介紹】 

本行程安排住宿精品商務酒店三晚，房間設計簡單精緻，房型較小。 

註 1：團體行程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飯店，請依當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註 2：本公司依實際情況，保留住同等級飯店之權利。  

格蘭婆羅洲飯店 GRAND BORNEO HOTEL 

★客房免費 WI-FI。 

★第一天入住酒店時為貴賓們準備冰涼可樂。 

與婆羅洲最大型的商場 1 BORNEO 連結成大型 SHOPPING MALL，時尚與娛樂的複合式購物休閒廣場，包含國際精品酒

店、國際精品服飾店、SPA、健身中心、保齡球館、大型電影院、美食街等，只怕你逛不完，不怕你晚上無處可去。 

 



或 君瀾度假 NARADA HOTEL(原陽光) 

2015 年開幕的酒店，飯店共有 320 間裝潢精緻的客房， Morning call 鬧鐘服務、禁菸房、空調、Mini Bar、健身房、室外

游泳池、兒童游泳池等多種精彩的娛樂設施。一流的設施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都讓 Soluxe Hotel Kota Kinabalu 成為亞庇

旅遊時的最佳留宿飯店。 

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24 小時前台服務、24 小時客房服務、寄放行李、公共區域 WiFi。  

註：如欲在房間內免費有線上網，請務必事先告知領隊或導遊，以便在辦理飯店 CHECK IN 時跟櫃 

台借連接線。 

 

【行程特色】 

★紅樹林生態遊、捕紅蟳、水上人家、竹竿踩高蹺、吹箭、彈弓射擊。  

★歷史見證及城市巡禮：默迪卡獨立廣場、沙巴旅遊局、澳洲坊、沙巴基金大廈、回教清真寺、華人普陀寺。 

★貼心贈送：第一天接機車上贈送礦泉水每人一瓶／椰子每人一顆／每人自製巧克力一小盒。 

 

 

第 1 天  高雄亞庇飯店休息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馬來西亞度假勝地－沙巴州的亞庇市。隨即前往飯店早餐並稍做休息。 

早餐：X／午餐：X／晚餐：肉骨茶風味餐 RM25 

住宿：格蘭婆羅洲 GRAND BORNEO(SUPERIOR) 或 君瀾度假 NARADA HOTEL(原陽光) 或 同級旅

館 

 

第 2 天  亞庇紅樹林生態之旅(捕螃蟹、水上人家、竹竿踩高蹺、吹箭、彈弓射擊) IMAGO 

SHOPPING MALL 亞庇  

【紅樹林生態】：帶著雀躍的心情跟隨著導遊前往亞庇市郊擁有美麗沙灘、龐大的紅樹林、豐富的自

然生態。搭乘快艇暢遊最具規模的紅林灣紅樹林生態。沙巴的生活是寧靜的，毫無城市中的喧囂，彷

彿身在伊甸園般輕鬆自在，這兒擁有一片未經開發的沙灘及野生植物森林生態，同時還可以玩竹竿踩

高蹺試一試您的腳力；更有讓您大呼過癮的吹箭跟彈弓射擊；累了，可以在樹林間找張舒適的吊床，

小憩渡過悠閒時光；小朋友們也可在樹林間驚奇的發現小松鼠等野生動物。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7791  高雄  亞庇  15:30  18:30  

第五天 CI7792  亞庇  高雄  19:55  23: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前往亞庇最大商場【IMAGO SHOPPING MALL】此商場內包含各國名牌精品旗艦店以及世界各地美食，

商場亦內含健身中心、SPA、保齡球館、大型電影院等。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紅樹林自助簡餐／晚餐：飯店內用套餐(或自助餐) 

住宿：格蘭婆羅洲 GRAND BORNEO(SUPERIOR) 或 君瀾度假 NARADA HOTEL(原陽光) 或 克拉甘麗晶 THE KLAGAN 

REGENCY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全日飯店自由活動(本日交通、午餐請自理) 

今日睡到自然醒，悠閒的享用飯店早餐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格蘭婆羅洲 GRAND BORNEO(SUPERIOR) 或 君瀾度假 NARADA HOTEL(原陽光) 或 克拉甘麗晶 THE KLAGAN 

REGENCY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亞庇歷史見證文化之旅(默迪卡獨立廣場、艾京生大鐘樓、沙巴旅遊

局) 土產店巧克力店富源午茶機場高雄 

沙巴，一個美麗又悠閒的地方，慵懶的早晨，美麗的陽光喚醒還想睡到自然醒的您。早餐後，您可前

往泳池，或者於飯店四周漫步，利用這最後的時光，好好的享受一番。  

沙巴歷史見證之旅...  

【默迪卡獨立廣場】：北婆羅洲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在廣場上舉行宣佈獨立儀式，同時取名為沙巴。 

【艾京生大鐘樓】：北婆人民為了紀念艾京生這位縣官，建造了一座紀念碑。這座大鐘樓也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其中 3 座沒有被炸毀的建築物之一。  

【沙巴旅遊局】：在二次大戰時，遭聯軍炮火洗禮後倖存的三棟建築物之一，被列為歷史遺物古蹟。 

【澳洲坊】：為 1945 年期間，澳洲軍人登陸札營的老街。  

【土產店、巧克力店】：自行選購名產，為您的家人及朋友採購禮物，滿足您的採購慾望。 

【富源咖啡店】：炭烤 GAYA 土司＋咖啡或拉茶。  

專車前往機場，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並帶著風下之地的美麗景色，揮別這墮入凡間的天上人間－沙

巴，於晚間抵達台灣，畫下另一次相約的句點。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海鮮合菜 RM35／晚餐：X 

住宿： 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簽證說明 : 

自 2015年 9月 15日起馬國政府給予國人免簽入境馬來西亞待遇，台灣護照(效期至少六個月以上)，

停留期限 30 天，惟不得延期，入境海關時，須持有回程的機票備查。 開放台灣護照免簽證入境之

機場如下：吉隆波 KLIA、新山、檳城、蘭卡威、亞庇、古晉、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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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資訊請查詢：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入境超過 15天需另外申請觀光簽證。 

馬來西亞不接受雙重國籍，只能持 1本護照進出，強烈建議凡持有多國護照者，一律須辦妥馬簽，否

則若無法順利入境馬國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孕婦懷孕滿 6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馬

來西亞海關入境最新規定: 

2015 年 9/15 開始 馬來西亞 免簽證延長到 30 天,所以入境旅客需附上來回電子機票以及要求規定

每人每天需具備 USD100等同值貨幣(含信用卡)，現場海關會抽查，海關有權力決定是否同意入境。 

PS.目前實施關卡有:吉隆坡、檳城、蘭卡威、沙巴、沙勞越 機場 & 新山第一(LINK) 關口及第二

（TUAS）關口 共七個點。 

 自費活動 ： 

【離島水上活動自費項目】： 

拖曳傘每人 RM 100（5分鐘，1人）、RM 200（10分鐘，2人共乘） 

獨木舟 RM 35 （30分鐘） 

香蕉船 RM40 （10分鐘） 

海底漫步 RM 250（30分鐘） 

飛魚 RM 70 （10分鐘） 

體驗潛水 每人 RM 280 (一個氣瓶約 30分鐘) 

水上摩托車 RM 200 （30分鐘，自行駕駛，可兩人共乘）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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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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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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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說明 ：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每天新台幣 100 元。 參加本行程應付領隊小費：每位貴賓

每天新台幣 100 元。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差不多都有付小

費的習慣。 旅館行李員每次每件馬幣 2元(約台幣 20元)。 床頭小費每間每天馬幣 2元(約台幣 20元)。 

SPA 按摩小費每人馬幣 10 元(約台幣 100 元)。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1.18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