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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蘭卡威、高空纜車、天空步道、三離島五天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海闊天空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917 註冊編號 7992 品保編號:北 2287  

洽詢專線： (02)2751-0086 傳真:(02)2751-0276 連絡人:蘇南中 0933034847 

Web site: http://oceansky.com.tw  E-Mail： carlossu@seed.net.tw 

 
 

 

 

第一天(2019/2/25)桃園國際機場／檳城國際機場→姓氏根橋→食物狂想曲博物館→三輪車＋摩摩喳喳                              

參考航班 CI-731 09:30/14:10  

今日群集於桃園國際機場，將搭乘豪華客機直飛往馬來西亞第二大城~檳城，抵達後,前往參觀喬治市古

城混雜英國殖民與各個種族移民的檳城首府喬治城，走過兩個世紀的歷史痕跡，融合了東西方的古老建

築，使喬治城成為一個古老、美麗的城市。2008 年 7 月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城市，湧入了許多觀光客，而

在地人卻不以為意，仍舊以自己的步調生活著。姓氏橋（水上人家）歷經滄桑屹立在喬治市港岸，見證

了檳城港口的興盛哀榮。為了保留這珍貴的文化遺產，把《姓氏橋》列入喬治市的文化古蹟遺產地的重

點區，見證了檳島沿海一帶的歷史進程。保留象徵著連繫居民關係的木橋，另外以姓氏為聚居概念的水

上人家在全球是獨一無二。食物狂想曲博物館該館的創立主要是希望推廣馬來西亞的多元化美食，所以

館內所擺設的食物包括中餐、馬來餐、印度餐及傳統峇峇娘惹餐，幾乎把大馬聞名國際的食物都納入其

中。將旅客帶到食物與藝術融合為一的展覽空間，讓大馬美食以最有趣及最瘋狂的方式呈現在旅客的眼

前。 

 

特別說明 

特殊安排：三輪車遊古街+摩摩喳喳冰品 門票景點：食物狂想曲博物館入內參觀：姓氏橋（水上人家） 

貼心提醒 

行車距離：檳城機場→車程約 20 公里→檳城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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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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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乘三輪車請給予三輪車夫小費 RM2（每台車）。 

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禁止攜帶果王”榴槤”及果后”山竹”進入飯店及遊覽車上，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

額罰款，請特別注意！ 匯率：1 元馬幣（RM）約等於 8 元台幣（NT）。 

貼心提醒您，如果您在馬來西亞有貼「免稅標誌」的同一家店消費，只要有額滿馬幣 300 元，便可出示

護照向店家索取退稅單，在機場辦理退稅。如果沒有看到標誌，您也可以跟店家詢問。 

5/17~6/14 為馬來西亞齋戒月，部分餐廳及飯店自助午餐將會休息，此段時間如遇餐食有所調整，煩請

見諒。（齋戒月期間，因風俗民情，回教徒在太陽下山前無法進食跟喝水，所以體力稍嫌不足，服務有

可能會較為緩慢，請貴賓多多包含）6/15~17 號為馬來西亞開齋節（馬來西亞人過年），路上車多、景點

也有較多人潮，煩請貴賓耐心等候。貼心提醒 

餐食：午餐：機上  晚餐：麵包雞 RM30  

住宿: 檳城佛朗明哥／ CITITEL PENANG／ Hotel NEO+ Penang - Malaysia／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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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019/2/26)檳城→康華麗斯古堡＋遠眺麻六甲海峽→吉打港→蘭卡威→老鷹廣場→熱水壺→溫

泉足療  

早餐後，前往參觀康華麗斯古堡（外觀）喬治市的海邊有座古

老的炮台遺址，已有 200 年歷史。這裏是 1786 年英國萊特上校

登陸的地點。炮台原木造，1808 年當地政府將其改建為石頭造。

其後分別被英軍和日軍占領。現古堡只留下外牆。還可從這遠

眺麻六甲海峽，聽導遊講述檳城的百年歷史。海水溫泉足療生

態旅遊不容錯過的景點島上唯⼀的溫

泉村，據說是世上罕見的天然海水溫泉，

這裡有⼀座三層式溫水噴泉，由溫度不同的三口泉水源源不絕的噴出冷水和熱水，泉水溫度不高，但含

有豐富的礦物質。另還有⼀幅 18 公尺的手雕壁畫，上面描繪了蘭卡威的傳說。 

特別說明 

門票景點：海水溫泉足療 10 分鐘   下車參觀：老鷹廣場、康華麗斯古堡＋遠眺麻六甲海峽 

貼心提醒 

行車距離：檳城→車程約 55 公里→吉打港→船程約 1.5 小時→蘭卡威→車程約 22 公里→溫泉村 

今日搭船搭車時間較久，如易昏船者請別忘了攜帶暈船藥。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馬來風味餐 RM27  晚餐：海鮮餐＋大蝦每人一隻＋飲料暢飲 RM45  

住宿: 蘭卡威灣景酒店／ Langkawi Yacht Club Hotel 或同級 

 

第三天(2019/2/27) 蘭卡威→離島遊（孕婦島、水晶島、濕米島、海鮮 BBQ、海釣、紅樹林生態）→高

空纜車＋天幕劇場→世界最大彎曲吊橋→東方村＋3D 畫像館  

離島遊（孕婦島、水晶島、濕米島） 

孕婦島因似帄躺的孕婦而得名，島上最大的淡水湖~孕婦湖，傳說一對夫婦婚後無子嗣，來此祈求後喝

了湖水而懷孕，從此出名；濕米島有優美細柔的沙灘，讓您在此戲水，湛藍清澈的海水，讓人身心放鬆；

水晶島有時可見野鹿及猴子。午餐在此享用海鮮燒烤 BBQ。 

海釣、紅樹林生態、餵老鷹 

船家為喜愛海釣的您準備了簡單的釣具，您可享受海上垂釣的樂趣；紅樹林生態保護區，其遍布水筆仔，

奇特的生長條件讓熱帶叢林生態美景盡收眼底；而餵老鷹，則讓您觀賞老鷹攫取獵物的英姿，令人大呼

過癮！ 

東方村＋高空纜車＋天幕劇場+彎曲吊橋 

東方村，它位在該島第一高山～馬西岡山（Gunung Mat Cincang）的山腳下，園區中心是一座頗具東亞

情調的花園，裡頭是傳統服飾與手工藝品的店鋪。並帶您搭乘最新鮮、新奇的體驗～360 度觀賞高空纜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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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說明 

特殊安排：三離島＋海鮮 BBQ、世界最大彎曲吊橋 

門票景點：高空纜車、天幕劇場、3D 畫像館 

入內參觀：東方村 

今日玩水，本公司將提供救生衣，為了您的安全請務必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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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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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距離：飯店→車程約 20 公里→三離島→車程約 20 公里→東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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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別忘了帶您的泳衣跟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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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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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離島海鮮燒烤 BBQ＋飲料暢飲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蘭卡威灣景酒店／ Langkawi Yacht Club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2019/2/28) 蘭卡威→吉打港→檳城→土產店→和諧街（觀音廟、印度廟、清真寺）→小印度→

巧克力 DIY＋冰淇淋→檳城大鐘樓→彩虹玻璃步道 

早餐後，前往碼頭搭船返回檳城。抵達後前往參觀觀音廟於

1800 年左右建廟，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歷史，是檳城最古老的

廟宇。來此參拜的善信絡繹不絕，香火鼎盛，有興趣的您也可

以入境隨俗的參拜祈福喔！小印度區位於喬治市的東北方，這

裡周圍環繞著濃厚的印度香料味道、地道印度音樂，還有各式

各樣印度當地土產及傳統服飾販賣，猶如置身印度境內！您可

以自由在此小逛。巧克力 DIY＋冰淇淋讓您自己甜滋滋的 DIY

手工巧克力。這裡是檳城市中心唯一開放巧克力 DIY 工作坊的地方。戴上口罩，圍上圍裙，跟著老師的

講解，用加熱後呈液態狀的巧克力液在餅乾上作畫，之後在配上水果冰淇淋、來一份香香甜甜的下午茶。

檳城大鐘樓看過《色.戒》這一部電影的，肯定會對王力宏，陳沖等大明星漫步在葉祖意大廈和稅關局大

鐘樓之間的舊街景片段留有印象。背景上的鐘樓就是檳城著名的舊關仔角鐘樓。建始於 1897 年，紀念

維多利亞皇后登基周年慶典，所以又叫維多利亞鐘樓。彩虹天空步道本公司特別安排您登上最新的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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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THE TOP 彩虹天空步道，讓您將檳城無限風光盡

收眼底，海島全景一覽無餘，遠眺標誌性的檳城大橋

及檳城最著名的地標，覽盡繁華，緬檳城昔日盛景 

特殊安排：巧克力 DIY＋冰淇淋   

入內參觀：觀音廟  下車參觀：小印度區、檳城大鐘

樓  門票景點：彩虹玻璃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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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搭船搭車時間較久，如易昏船者請別忘了攜帶暈船藥。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肉骨茶風味餐 RM25   晚餐：娘惹風味餐＋飲料一杯 RM25  

住宿: 檳城佛朗明哥／ CITITEL PENANG／ Hotel NEO+ Penang - Malaysia／或同級 

 

第五天(2019/3/1) 檳城→喬治市魔鏡→檳城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參考航班 CI-732  15:10/19:55 

早餐後,前往喬治市魔鏡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答案

是檳城古蹟區。古蹟區藝術家的創作令人驚嘆，讓老城猶如枯木

逢春。最HITO的街頭視覺藝術喬治市魔鏡。出自立陶宛畫家手筆，

他以真人入畫，神來之筆能將真人的神韻，維妙維肖呈獻，猶如

人在眼前、畫在心中。午餐後前往機場，辦理離境手續後飛返台

灣；結束此次馬來西亞～蘭卡威、高空纜車、天空步道、三離島

五天之旅。 

特別說明 下車參觀：喬治市魔鏡 

本行程安排之購物站包括：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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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行程順序依實際確認之航班而定，並以出發前之說明會資料為主，如遇特殊情況或

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出發日期:  2019/2/25-3/1  

團費報價:16 人成團,每人團費新台幣現金 26,500 刷卡 27,000(含小費) 

報價包括： 

◆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兩百萬旅約責任險及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報價不包括：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帄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 公斤)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貼心說明：.進出旅館，行李員每房每次 RM2 元（約新台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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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飯店行李小費、床頭小費、每房各約 RM2 元（約新台幣 20）。 

簽證：馬來西亞簽證 

1.自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起，持台灣護照之所有旅客在馬來西亞所有入境點，皆可享有１５天內免簽

證之待遇。 每次停留時間最多為１５天，不可延期，旅客入境時請準備來回確認或前往任何其他第三

國之機票。 

2.馬來西亞不承認雙重國籍，進出台灣＋進出馬來西亞需全程使用同一本護照，若使用兩本護照入境馬

國將或遭到遣返，請旅客特別注意。 

3.孕婦懷孕滿６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注意事項：馬來西亞當地注意事項 

1.氣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帄均溫度約２５～３５度之間。(行程若有雲頂部份,因山上溫差大,請客人

攜帶保暖衣物) 

2.時差：與台灣沒有時差。 

3.電壓：電壓：２２０V。(５０HZ 插頭型式，為三孔插座) ，如帶電氣用品請自備變壓器及多用插頭。 

4.匯率：１元馬幣(RM)約等於１０元台幣(NT)。 

5.電話：馬來西亞撥台灣００+８８６+２(區域碼)+電話號碼。台灣撥馬來西亞００２+ ６０+馬來西亞區

碼(３)+電話號碼。 

6.若您有特殊餐食之需求，如素時、不吃牛肉…等，請於報名時告知服務人員，以便為您安排餐點。 

7.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

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7.馬來西亞為熱帶氣候，一年四季如夏，當地生活習慣並不像台灣或寒帶地區會洗熱水澡，所以部份飯

店設備會有水溫不夠熱問題，敬請見諒與包涵。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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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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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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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