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0/4.11.18.25                                團費：每人／22,700 起 

     11/1.8.15.22.29                            每人／23,4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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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介紹】 

波特申：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酒店 HIBISCUS RESORT 

★客房 WI-FI 免費無線上網。 

★本公司對同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馬來西亞新地標，壯觀瑰麗的海上璀璨明珠，獨一無二的夢幻式度假天堂，盡顯豪華尊貴，讓您在休閒的氛圍中享受奢華

的時尚生活。巧妙的大紅花朵概念設計讓您有如倘佯在大自然的懷抱中，現代化的設計配上世界級水平的裝備，碧海藍天

的海水、一棵棵椰樹挺立在潔白的沙灘，四周綠樹成蔭，便利的娛樂設施以及水上休閒特區，將讓您釋放自我，重拾生活

樂趣。 

浪漫的夕陽美景，充滿熱帶風情所獨有的閒舒情懷，盡顯高雅寧謚的魅力，在欣賞馬六甲海峽的同時，讓您遠離塵囂，自

我放縱一番。寬敞舒適的海上屋房間，給您高雅超凡的生活空間和寬闊無比的體驗。內置二張特大號床鋪，現代化的傢私

與陳設，配上由地板直到天花板的落地窗，透明玻璃地板觀海設計，每間海上度假屋都有獨有專用的 ROOF LINE 特殊強

化玻璃缸泳池，足以讓您和家人以及親友安心共度美好時光。 

HIBISCUS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位於馬六甲峽最南端的長沙灣，是唯一擁有珊瑚礁的海灣，渡假村座落於波特森海域，從空

中俯看就像是一朵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渡假村預計有 117 間酒店大樓套房及 552 間風景如話的海上別墅，安

排您入住獨具特色的海上泳池 VILLA 高級泳池別墅，房間擁有 24 坪舒適寬敞空間，2 張 KING SIZE 的大床及全新衛浴設

施，另外還有獨立陽台及蒸氣室和私人泳池，寧靜舒適的環境更是享譽全馬。  

註 1：.渡假村目前開放營運為高級泳池別墅房型，大樓套房及全景泳池別墅預計於 9 月起開放營運。 

註 2：渡假村目前開放使用自助西餐廳 ROSELLE 及 HIBISCUS 休閒餐廳。 

 



 

★本公司對同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特色】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古都之旅+三輪車遊古城：聖保羅教堂、聖地牙哥古堡、紅屋區、紅教堂、三寶井、三寶廟，安排搭乘裝飾如花車的三

輪車遊古城。 

■雞場街(古董街)散步策：麻六甲最有特色街道，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 

■有故事的咖啡館：電影《夏日的麼麼茶》拍攝地點，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的情節。 

 

新加坡【花園城市】，打造出一座【花園裡的城市】  

★由三座醒目的海濱花園所組成，分別是濱海南花園、濱海東花園和濱海中花園。  

★濱海南花園裡的金、銀兩花園內，可看到 18 棵最吸引人注目的“超級樹”中的其中 6 棵。  

★超級樹是特別設計的人造樹，棵棵高達 25 到 50 米之間，相當於 9 到 16 層樓的高度。  

★每棵超級樹上，都會種滿種類繁多的蕨類植物、藤本植物、蘭花和各種熱帶攀爬類植物。  

★每棵超級樹上，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白天可起遮蔽作用，晚上為照明，並營造浪漫的氣氛。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金沙酒店於 2010 年 6 月 23 日全新完工，是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在新加坡斥鉅資打造而成的大

型綜合豪華娛樂城。酒店由三座樓高 55 層的平頂大廈組成，大廈頂部由號稱亞洲最大的空中花園）連接而成。旁邊更有

一座外觀如蓮花的博物館，博物館創新性的屋頂會收集雨水，形成漂亮的瀑佈景觀。  

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金沙有名，有名在哪裡……金沙好玩，好玩在哪裡…… 

經典剖析，解讀金沙：  

空中花園：離地面約 200 公尺，於 55 層頂樓，全長 340 公尺，比艾菲爾鐵塔還長。(需額外付費)  

天際泳池：於頂端的三個泳池，長 150 公尺，水深 120 公分，是全世界最大戶外游泳池。(限住客)  

空中湯泉：在空中花園裡，除了天際泳池，還有 5 個大型按摩浴缸池。(限住客)  

雲端觀景：從空中花園的觀景台，可遙望新加坡市區及全球最高摩天輪的美景。(需額外付費)  

購物天堂：擁有最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殿旗艦店，以及 320 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  

室內遊船：可搭乘媲美威尼斯貢多拉的舢舨遊船，暢遊在購物商場之中。(需額外付費)  

許願巨碗：原本是雨天承接雨水的裝置藝術，現在變成遊客投擲錢幣的許願地標。  

濱海外灘：濱海灣有新加坡外灘美稱，是新加坡夜間最美的地標。  

螺旋新橋：緊鄰金沙的 Helix 螺旋橋，是今年全球最新 12 名橋之ㄧ。  

露天水舞：戶外活動廣場，每日將有免費的夜晚雷射燈光水舞秀。(免付費)  

註：遇天候或其他因素停止演出，敬請見諒。 

 

市區觀光 

■1FULLERTON：新加坡魚尾獅像的新家，見證星洲獅城的繁華榮耀。 

■濱海藝術中心：表演藝術地點，上演各種本土和國際戲劇音樂舞蹈及戶外演唱會。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擁有 80 萬平方

公尺的購物和餐飲場所，奢華的零售品牌從國際設計師到本地設計作品應有盡有，名牌時裝店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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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757  高雄  新加坡  13:10  17:35  

第四天 CI758  新加坡  高雄  18:25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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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天  高雄小港機場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 旗艦店) 新山 

帶著期待的心情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亞洲最美的花園城市》新加坡。她是東南

亞治安最好的國際都會城市，不但匯集了世界各國的美食佳餚，更是一處免稅的購物天堂。  

【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由美國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新加坡投資建造，擁有最大的 LV 漂浮水晶宮殿旗

艦店以及 320 間的頂級國際知名品牌商店，購物商場遍佈 3 個層樓，60 家的美食餐廳、電影院、劇

場等，金沙娛樂城有著特別的螺旋橋連結著濱海灣及飯店，當華燈亮起漫步其間煞是浪漫。 

今晚下榻位於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新山，緊臨新加坡，是一個免稅天堂，每逢假期新加坡旅客必

前往馬來西亞新山渡假購物，喝酒玩樂。 

註：本優惠行程新加坡遊覽當日並未安排住宿新加坡，而是住宿緊臨的新山(馬來西亞)住宿。:逢週末或國外假期，關口塞

車狀況較為嚴重，敬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 

 (早餐) 自理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金沙美食街(餐費 SD10) 

住宿：V8 HOTEL 或 Millesime Hotel 或 BAYU MARINA 或 SWISS INN HOTEL 或 Amansari 或 GRANADA 

HOTEL 或 GRAND SENTOSA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新山名牌折扣暢貨中心(PREMIUM OUTLETS)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海上噴泉水舞秀 

早餐後前往【名牌折扣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S】：全美國著名的大型連鎖名牌中心，全美有

57 家遍及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市，2011 年 11 月在新山 KULAI 區全新開幕，由產地直銷享

有 25%~65%的購物折扣優惠，各大名牌品牌 COACH、CK、ARMANI 等美國品牌商品應有盡有，

給你與眾不同的購物體驗。 

【HIBISCUS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位於麻六甲峽最南端的長沙灣，是唯一擁有珊瑚礁的海灣，渡假村

座落於波特森海域，從空中俯看就像是一朵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花)，我們將安排您入住獨具特

色的海上泳池 VILLA，房間擁有 24 坪舒適寬敞空間，2 張 KING SIZE 的大床及全新衛浴設施，另外

還有獨立陽台及蒸氣室和私人泳池，寧靜舒適的環境更是享譽全馬。  

【海上噴泉水舞】：東南亞最高的海上噴泉，高度可達 100 公尺高，每場水舞 15 分鐘。 

註：噴泉水舞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候因素或年度維修未能觀賞，敬請見諒。  

註:逢週末或國外假期，關口塞車狀況較為嚴重，敬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海鮮風味餐 

住宿：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波特申大紅花渡假村DAY PASS海陸樂翻天全包活動(車程約 1.5H)馬六
甲世界文化遺產遊(三輪車遊古城+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有故事的咖啡館)馬六甲
雞場街散步(加贈椰子雪糕冰沙)(車程約 3H)新山 

今天享受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悠閒的度過半日的時光。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 

★歡樂水上活動玩不停： 

水上摩托車：驚險刺激不在話下。 

香蕉船：比比看誰膽量大。 

牽罟網漁：親身體驗傳統馬來人捕魚技術。拉起船家為我們準備好的牽罟魚網，大夥兒興奮的拉著繩

索往後跑，準備體驗一下早期港漁民在海邊討生活的點點滴滴。 

註：水上活動請務必穿著救身衣，限每人一次，不玩者視同放棄。  

★貼心活動更歡樂： 

1.馬來彈弓：體驗原始的馬來彈弓，看看誰是神射手，命中賓果者另有精美小禮物。 

2.馬來風箏：馬來人傳統民間遊戲，看誰的風箏飛得高。  

3.蠟染繪畫：在此您可繪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蠟染哦。 

4.水槍大戰：幫各位準備威力十足的水槍，發動強猛的攻勢使對手變成落湯雞。 

5.原住民噴筒吹箭：此為東馬婆羅洲原住民打獵作戰之武器。 

6.英式槌球：不僅規則簡單、輕鬆有趣，而且可以激發腦力、促進身心，是時下最經濟實惠、老少咸

宜的新運動。 

7.馬來藤球：藤球不許用手觸球，在比賽中，可以用腳、腿、肩膀和頭來觸球並支配和控制球，但技

術動作比足球更加精確、高難。 

8.椰子保齡球：最富趣味的競賽活動，看看大家如何用椰子保齡球擊出全倒。 

9.美式迷宮球  

10.黃金傳說九宮格  

11.歡樂兒童沙灘遊戲  

12.HOOTERS 呼拉圈競賽  

13.黃金海岸沙灘排球  

14.馬來神射手 

午餐後～專車前往 2008 年 7 月 7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馬六甲。 

【葡萄牙廣場】：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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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於紀念被譽為東方之使徒的聖芳

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重大貢獻。 

【有故事的咖啡館】：曾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



的情節 

【搭乘人力三輪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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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三輪車，請旅客自費車夫小費，每台 RM2。 

後前往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新山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豪華奶油螃蟹風味餐  (晚餐) 隆盛中式合菜 

住宿：V8 HOTEL 或 Millesime Hotel 或 BAYU MARINA 或 SWISS INN HOTEL 或 Amansari 或 GRANADA 

HOTEL 或 GRAND SENTOSA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新山新加坡市區觀光(國會大廈、高等法院、伊莉沙白公園)~1FULLERTON 魚
尾獅像的新家新達城(財富之泉) 濱海灣南花園(超級樹) 機場高雄 

上午前往國會大廈、高等法院、伊莉莎白公園等。公園一份靜逸讓人不覺處身於忙碌的商業區，草地

上輕跳的小鳥讓您感覺到渡假的那份輕鬆氣息。 

【ONE FULLERTON】是魚尾獅像的新家，魚尾獅面貌 8.6 公尺高、70 噸重的魚尾獅於浮爾頓旁的河

畔新地點，靜靜的注視著往來的人潮，彷若歡迎遊人的到訪；濱海藝術中心斥資六億新幣興建，滿足

所有藝術愛好者的期望，做到真正屬於大眾的藝術中心，新落成的藝術中心無疑是新加坡最熱門的話

題，其獨特的造型，已成為新加坡的新地標，優越的地理位置，絕對是旅客不可錯過的造訪地點。 

【財富之泉】：位在新達城中心的圓環正中處，高 13.8 公尺，向內傾斜的銅柱，支撐著一個直徑 21 公

尺的巨型銅圈，當中一股噴泉垂直衝沖天，可直達 30 公尺，週邊還有四股噴泉可噴高 9 公尺，成為當

今世界最大的噴泉。水對華人來說意味著財富，此噴泉水向內留，象徵保留財富，據說具有中國奇門

遁甲，風水玄學之奇術，保護新加坡商業欣欣向榮。  

在濱海南的金、銀兩花園內看到 18 棵《超級樹》中的 6 棵。它們都是特別設計的人造樹，棵棵高達

25 到 50 米之間，相當於 9 到 16 層樓的高度。而每一棵的上面都會種滿種類繁多的蕨類植物、藤本

植物、蘭花和各種熱帶攀爬類植物。除此，每一棵超級樹上也會裝設電和水的環保技術，讓這棵棵擎

天大樹在白天的時候可以起遮蔽作用  

前往機場搭乘客機返回高雄，結束東南亞馬新雙國之旅。 

註：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松發肉骨茶 (晚餐) 機上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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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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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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