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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全覽~馬來西亞泛亞鐵路鮮體驗 

(吉隆坡、怡保、蘭卡威、檳城)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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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桃園／吉隆坡→新皇宮→雙子星花園廣場→星光大道 參考航班 CI-721 08:30/13:15 

帶著愉快的心情、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異國色彩濃郁

的國度馬來西亞首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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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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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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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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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星花園廣場+星光大道】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特優雅(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

法入內餐觀)您可前去雙子塔購物城，購物城內各式名牌商店成立，商品琳瑯滿目盡享購物樂趣，更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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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 COFFEE SHOP 讓您彷彿身在巴黎街頭！ 

餐食：午茶：咖哩拉餅+印度奶茶    晚餐：銅鑼灣餐廳 RM35  

特別說明 

1.入內參觀：雙子星花園廣場 

2.下車參觀：粉紅清真寺、新皇宮、星光大道 

3.含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貼心提醒 

1.飛行時間：桃園國際機場→約 4 小時 45 分鐘→吉隆坡國際機場 

2.行車距離：吉隆坡機場→車程約 63 公里→新皇宮→車程約 11 公里→雙子星花園廣場 

3.請備妥帽子、太陽眼鏡、涼鞋或拖鞋(最好 2 雙，萬一另一雙壞掉)、防曬用品。 

4.馬來西亞均溫 21～32 度，分雨季跟乾季，雨季約為 11 月到隔年 2 月，請穿著輕薄夏季服裝。 

5.為求尊重當地回教條規，女性入內參觀時需外罩一件免費提供的黑色長袍，男性可免除，男性如穿短

褲也需穿長袍。 

6.回教徒(穆斯林)不吃豬肉，視左手為不潔（只有如廁時才用左手），因此和他們握手和遞東西(尤其是食

物)時請記得要用右手。 

住宿: 喜來登帝國酒店 Sheraton Imperial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吉隆坡市區觀光(英式火車站、獨立廣場、國會大廈、高等法院、國家英雄紀念碑)→雪蘭莪錫器

→土產→泛亞鐵道之旅(吉隆坡～怡保)→怡保  

【皇家雪蘭莪博物館】1885 年成立，已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錫蠟公司。它所生產的錫蠟精品，行銷全球

26 個國家，并虜獲國際設計獎項。1997 年，雪蘭莪蘇丹御賜《皇家》之名。蘇丹也堅持他所購買的每

一件錫蠟制品，必須刻有以下文字（獲雪蘭莪蘇丹殿下御許）。 

【英式火車站】吉隆坡火車總站建於 1910 年，整體建築氣勢磅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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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泛亞鐵路(火車之旅)】:為西元 1955 年 12 月,由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在東盟第五屆首腦會議上,

提議修建遊昆明經寮國、泰國、馬來西亞到新加坡等國家的國際鐵路,之後陸續的到有關國家的贊助,故

被稱為泛亞鐵路,我們特別安排從吉隆坡至怡保段(2Hr20Mins), 讓您體驗不同的經驗,及可以沿途欣賞馬

來西亞鄉村的風景。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29&language=zh_CN&localeCode=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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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 

1.入內參觀：皇家雪蘭莪博物館 

2.下車參觀：獨立廣場、國會大廈、高等法院、國家英雄紀念碑、英式火車站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豬八戒風味餐(肉骨茶+德國豬腳)RM28   晚餐：芽菜雞風味餐 RM 25 

住宿: Weil Hotel 或 The Haven Resort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 怡保市區觀光(凱利古堡、霹靂洞、老街巡禮(壁畫街、二奶巷)、舊街廠白咖啡～吉打港碼頭～

蘭卡威 

【怡保】：馬來西亞霹靂州的首府，位於吉隆坡之北約 200 公里，是西馬僅次於吉隆坡、新山、檳城的

第四大城市。因四周被岩石山嶺環抱，怡保有《山城》之稱。怡保處於近打河流域，是馬來西亞產錫礦

的重要地方，因此被稱作《錫都》。隨著 1970 年代錫礦場的關閉開採，使得怡保的發展停滯不前，也因

此才得以保留許多舊街道和傳統式建築風景，吸引各大電影公司來此取景。如：周潤發主演的(國王與我)、

郭富城主演的(父子)、李安導演的(色戒)也是在此取景。也由於怡保水質充滿豐富的礦物質，讓此地也成

為美食小吃之都，著名美食如：芽菜雞、豆腐花、柚子、鹽焗雞、沙河粉、白咖啡、手工糕餅等不勝枚

舉。當然囉，地靈一定要人傑，如：楊紫瓊、關德輝、張慧儀、歌手光良等，都是怡保的代表性人物。 

【凱利古堡】：距離怡保僅 30 分鐘車

程的凱利古堡背後有個極富傳奇色

彩的故事，在繪聲繪影之下，怡保人

稱它為《幽靈古堡》，有流傳著許多

神秘詭異的故事。當然，信不信由你

囉，如今它可是發展成著名的觀光景

點，也由於它饒富歐式建築之美，周

潤發所主演的(安娜與國王)就曾經在此取景。 

【霹靂洞】：高約 122 公尺的霹靂洞，是石灰岩侵蝕地形的典範，洞內建造佛、道並存的寺院，寺內有

一座 13 公尺高的佛像，洞內氣氛莊嚴雄偉，是怡保華人宗教活動中心；您可以穿過大殿，就是一條通

往洞頂的通道，爬上 385 級階梯走出洞口，呈現在眼前的就是四方怡保的優美遠景。 

【彩繪街】：保留著不少英殖民時期舊建築，

結合著現今的街頭藝術，漫遊在風情萬種的古

街裡，時時可以發現不同的驚喜，保證讓你意

猶未盡。 

【二奶巷】：當年這巷弄是昔日富豪金屋藏嬌

的地方，兩排古老的建築物保留了百年前英國

殖民時代的舊樣，充滿濃濃南洋情調；爾後更有多部電影如《色戒》、《安娜與國王》都在此取景過，在

舊城中欣賞具有價值歷史建築物，見證當年的繁華模樣。 

【舊街廠白咖啡下午茶】：體驗馬來西亞連鎖店字號舊街廠白咖啡的下午茶點，精選的海南白咖啡及傳

統 KAYA 燒烤麵包，邊緣烤得“香脆”，中間“鬆軟可口”；抹醬種類很多種類，“最贊”當屬 KAYA 椰醬麵

包”，搭配濃郁海南風味白咖啡，美味的下午茶套餐絕對讓你“很滿足”。 

貼心提醒: 今日搭船時間較久，如易昏船者請別忘了攜帶暈船藥 

行車距離：怡保→車程約 55 公里→檳城→車程約 55 公里→吉打港→船程約 1.5 小時→蘭卡威 

http://www.weilhotel.com/
http://www.thehavenres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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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港式風味中式合菜 RM25   

晚餐：老鷹廣場海鮮餐(老虎蝦每人一隻)+飲料暢飲 RM45 

住宿: 彩虹渡假村 Meritus Pelangi Beach Resort & Spa 或同級 

 

第四天 蘭卡威地質公園→麒麟河樹林生態(蝙蝠洞、水上牧場、地質公園地標、餵老鷹)→兩項水上活動

(香蕉船、水上摩托車每人一次) 

【蘭卡威地質公園】：進入紅樹林保護區，了解其生態環境，彷彿置身於小亞馬遜河。兩旁還可看到石

灰岩洞、蝙蝠洞等，奇岩怪石，彷彿置身於仙境中。水上牧場則有許多珍貴魚類，噴水魚及大型魔鬼魚

等等；還可見老鷹遨翔天際，並可距離接觸餵食老鷹。 

【兩項水上活動(香蕉船、水上摩托車)】特別安排您在這裡體驗刺激的香蕉船、水上摩托車等水上活動(水

上活動僅限每人一次)。 

貼心提醒: 

1.特殊安排：兩項水上活動(香蕉船、水上摩托車) 

2.門票景點：麒麟河樹林生態(蝙蝠洞、水上牧場、地質公園地標、餵老鷹) 

3.今日水上活動，本公司將提供救生衣，為了您的安全請務必穿著。 

4.遊紅樹林生態或三離島請給船家小費每人 RM3，如需租用浴巾請給清潔費每條 RM2。 

5.水上活動僅限每人一次，不可轉讓，敬請見諒。 

6.如遇風浪太大，水上活動將無法進行，將會退費每人 RM30。 

7.行車距離：飯店→車程約 30 公里→北部紅樹林 

8.請備妥帽子、太陽眼鏡、涼鞋或拖鞋(最好 2 雙，萬一另一雙壞掉)、防曬用品。 

9.建議您可攜帶一件薄外套，在您玩累上岸休息時可使用，以免著涼。 

10.請別忘了帶您的泳衣跟毛巾，以免錯過水上活動的樂趣。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海鮮風味餐 RM25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彩虹渡假村 Meritus Pelangi Beach Resort & Spa 或同級 

 

第五天 蘭卡威→老鷹廣場→首相紀念官邸→高空纜車+天幕劇場→天空步道+索道電梯→東方村→檳城

→三輪車遊古城+摩摩喳喳蘭 

【老鷹廣場】代表蘭卡威觀光事業起飛的新地標《鷹塔（Dataran Lang）》，是座 18 米高的大理石老鷹雕

像，象徵著蘭卡威未來的經濟如同展翅高飛之老鷹一般。這裡也是當地人欣賞夜景、吹海風、看燦爛星

http://www.meritushotels.com/meritus-pelangi-beach-resort-spa-langkawi/index.html
http://www.meritushotels.com/meritus-pelangi-beach-resort-spa-langkaw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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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好地方。 

 

【東方村+高空纜車+天幕劇場】：東方村，它位於該島第一高山~馬西岡山(Gunung Mat Cincang)的山腳下,

園區中心是一座東亞情調的花園,裡頭販賣傳統服飾及手工藝品的店鋪,並帶您搭乘最新鮮、新奇的體驗

~360 度觀賞高空纜車。 

【天空步道】如果你膽子夠大的話、可以漫步在『世界最大彎曲空中景觀吊橋』，讓您感受步步驚心。 

【三輪車遊古街】檳城一向有『東方之珠』的稱號,是一個反映東西方獨特情懷的熙熙攘攘之都會,傍晚

時分將特別安排人力三輪車,帶您漫步於古色古香的舊街道,昔日之金店,布料店,五金店林立,隨後加贈

每人一杯南洋冰品~摩摩喳喳。 

特別說明 

1.特殊安排：高空纜車+天幕劇場、三輪車遊古街+摩摩喳喳冰品、天空步道 

2.門票景點：首相紀念官邸 

3.入內參觀：東方村 

4.下車參觀：老鷹廣場 

5.纜車如遇維修、天候狀況，風大纜車停駛，將安排海底世界替代。 

6.高空纜車年度維修，國定假日休息，將安排海底世界替代，您可參考年度維修表  

貼心提醒 

1.行車距離：蘭卡威→車程約 2.5 公里→老鷹廣場→車程約 15 公里→首相紀念官邸→車程約 25 公里→

高空纜車→車程約 30 公里→碼頭→船程約 1.5 小時→吉打港→車程約 55 公里→檳城 

2.請備妥帽子、太陽眼鏡、涼鞋或拖鞋(最好２雙，萬一另一雙壞掉)、防曬用品。 

3.天空步道如遇維修、天候狀況不佳，將改為只可遠觀，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4.搭乘三輪車請給予三輪車夫小費 RM2（每台車）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海鮮風味餐 RM25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長榮桂冠酒店或檳城福朋喜來登酒店或同級或同級 

 

第六天 檳城→喬治市魔鏡→(咖啡,巧克力)→姓氏橋巡根→橋生娘惹博物館→檳城／桃園  

                   參考航班 CI-732 17:15/22:00 

【喬治市魔鏡】：喬治城魔鏡在古蹟上面的壁畫及裝置藝術，檳城整座老城搖身變成一個藝術大畫廊，

參觀來自立陶宛的畫家恩尼斯（Ernest Zacharevic）的五幅壁畫，主題包括：姊弟共騎、功夫女孩、漁船

小孩、爬牆小孩、追風小子等。恩尼斯是乙名年輕藝術家，他在 2010 年來檳城背包旅行後愛上這個地

方，並陸續發表藝術作品，壁畫特別之處在於融合社區與建材特色，透過畫筆來呈現別有意義的壁畫，

追風少年原本是幅小孩在騎摩托的壁畫，早前曾遭人惡搞，在壁畫後方畫上恐龍，彷彿恐龍要吃掉騎摩

http://www.evergreen-hotels.com/branch2/index.jsp?lang=zh-TW&d1b_Sn=8
http://www.fourpointspen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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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車的小孩。

 

【姓氏橋巡根】百年來姓氏橋已歷經滄桑屹立在喬治市港岸，橋民以勞力血汗換取生活，見證了檳城港

口的興盛哀榮。可是現今的發展也開始延伸至姓氏橋來，威脅到橋民的生活形態。為了保留這塊珍貴的

文化遺產，當局已策劃把僅存的姓氏橋列入喬治市的文化古蹟遺產地的重點區，並見證了檳島沿海一帶

的歷史進程。它也擁有幾乎與湄南河沿岸一模一樣的鄉土味。不

只是橋上的木屋保留面貌，象徵著連繫居民關係的木橋，也和湄

南河水上人家的木橋非常相似。而且，以姓氏為聚居概念的水上

人家在全球是獨一無二。 

【橋生娘惹博物館】Baba & Nyonya 是十五世紀在南洋，海峽殖

民地所衍生的獨特文化。峇峇娘惹博物館是在十九世紀末所興建

的一所豪宅；其建築風格含了峇峇娘惹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國的

木雕、英國進口的瓷磚及歐洲的家具和藝術品；帶您一起幻想他

們當年的光彩。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新世界小吃發餐費 RM25   晚餐：機上套餐    

特別說明 

1.下車參觀：喬治市魔鏡、姓氏橋巡根、橋生娘惹博物館 

2.本行程安排之購物站包括：錫器、土產、咖啡、巧克力。另為方便團員採買伴手禮，將於車上販賣當

地伴手禮，如有需要請洽當團導遊或司機。 

3.本公司對同級飯店間之入住選擇保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貼心提醒 

1.行車距離：檳城→車程約 25 公里→機場 

2.飛行時間：檳城機場→約 4 小時 25 分鐘→桃園國際機場 

 

本行程、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

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敬請見諒。如遇交通擁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現象，則行

程安排以當地為主。若離隊視同放棄，恕不退費敬請鑒諒。 行程飯店及文字敘述、圖片都謹供參考，

依出發日說明會資料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