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9/1                                                  團費：每人／NT24,000 起 

      9/22、10/6                              團費：每人／NT27,000 起 

      10/20.27、11/3、12/8                   團費：每人／NT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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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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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聖淘沙名勝世界：標榜為世界家庭旅遊勝地的聖淘沙名勝世界，將於 2010 年第一季隆重開幕，這個耗資 66 億新幣(約 1500

億台幣)的頂級旅遊勝地，就坐落在新加坡的熱帶小島聖陶沙上，佔地 49 公頃，擁有東南亞獨一無二的新加坡環球影城、全

球最大的海洋生物園、海事博物館等，擁有最具震撼性的會議地點和六家世界級酒店住宿，如：邁克爾酒店、硬石酒店、節

慶酒店、ESPA 別墅和包含博彩中心和賭場的＊Maxims 美心酒店等。聖淘沙名勝世界環球影城《變形金剛 3D 對決之終極

戰鬥》正式開戰。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  

★馬六甲古都之旅：聖保羅教堂、聖地牙哥古堡、紅屋區、紅教堂、三寶井、三寶廟。 

★三輪車遊古城：搭乘裝飾如花車的三輪車遊古城，漫遊古城，仿彿回到過去的時空。 

 

食尚美食地圖：您可自費品嘗古城雞飯粒、和記雞粒飯、咖哩鴛鴦叻沙等在地美食。 

 
Nadeje Plaza Mahkota 千層糕：馬六甲必吃甜品、千層蛋糕中，Nadaje 這名號也是家喻戶曉，以千層蛋糕聞名全馬甚至

是國外，一層層的蛋糕，讓人咬下的層次感另人回味無窮-建議您自費品嘗。 

 
名牌折扣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S：全美國著名的大型連鎖名牌中心，產地直銷享有 25%~65%的購物折扣優惠，各



大名牌品牌商品應有盡有，給你與眾不同的購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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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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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新山，緊臨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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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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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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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盛中華料理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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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山吉隆坡未來太子城、水上粉紅清真寺、首相府花園廣場、千禧紀
念碑獨立廣場蘇丹皇宮巧克力專賣店亞羅街夜市(晚餐自理) 吉隆坡 
【獨立紀念廣場】吉隆坡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馬來西亞國慶閱兵的舉辦場地；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西
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此宣佈馬來西亞獨立，象徵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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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粉紅清真寺及行政中心等。  
【總理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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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紀念碑】這是本城市的華盛版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版本。被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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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公頃的公園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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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紀念廣場】吉隆坡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馬來西亞國慶閱兵的舉辦場地；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西
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此宣佈馬來西亞獨立，象徵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 
【蘇丹皇宮】國家元首蘇丹的宮邸，2011 年後全新打造的蘇丹皇宮，據說總花費近 8 億馬幣，近 80
億台幣，被青蔥的草坪圍繞著，全新完工的皇宮，若遇上國家慶典，皇宮便會在夜晚披上五彩的燈飾。 
註 1：因為是元首宮邸，僅能在外面拍照。 

註 2：皇宮門口侍衛.皆配有駿馬.但偶有發生馬匹咬人事件.建議貴賓盡量不要與馬匹拍照或保持較遠距離.確保安全。 

【巧克力專賣店】您可購買到香醇鬱、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  
【亞羅街夜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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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早餐 (午餐) 中式料理風味餐 (晚餐) 敬請自理 

住宿：Holiday Inn Express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或 Ibis Styles(無加床) 或 SILKA(無窗房型) 或 Arenaa Star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吉隆坡乳膠展示中心土產店吉隆坡高塔(360度景觀旋轉餐廳自助餐、360度高塔瞭

望台、高塔水族館) 雙子星塔花園廣場雙子星下午茶大紅花海上渡假村(小型賽

車+漆彈射擊+拉弓射箭+海上噴泉水舞秀) 
【土產店】購買到當地土產：如豆蔻膏、花生糖及名聞中外之肉骨茶、東革阿里等回國餽贈親友。 
【吉隆坡高塔】景觀旋轉餐廳自助餐、360 度高塔瞭望台、高塔水族館 
吉隆坡高塔是電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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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色豐富、多樣美味，還有現場鋼琴演唱音樂；我們特別安排貴賓們在此享用下午茶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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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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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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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星下午茶】特別安排雙子星下午茶，一邊欣賞雙子星塔的美景,一邊品嚐道地白咖啡及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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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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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Kart 小型賽車：最有速度感的小型賽車，震天嘎響的引擎聲，讓人腎上腺素飆到最高。 
★漆彈射擊：試試看大家的團隊默契及精準度，嘗試漆彈命中紅心的無窮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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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以上活動需配合現場教練指導，並穿著安全護具及安全帽，在安全考量下教練可停止活動進行。以上活動每人限玩一次，

活動時間以渡假村安排時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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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高塔自助餐 (晚餐) 大晶宮海鮮風味餐 或 豪華餐廳海鮮風味餐 

住宿：大紅花海上渡假村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渡假村馬六甲世界遺產之旅小娘惹文化村OUTLET 折扣城新山 
【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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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輪車遊古城：乘坐人力三輪車，徐徐微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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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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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門、聖地牙哥碉堡：葡萄牙人於 1511 年所
造城堡，後來荷蘭人攻陷這座城堡，將城堡毀掉，之後又重新修建。 
★有故事咖啡館：電影《夏日的麼麼茶》的拍攝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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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場街文化巡禮：又名古董街，當地保留著三百年前明末清初的古老建築，走在明朝建築遺跡裡，有
時空錯置的感覺，，街道二旁的店家，你可以發掘到不少令人驚喜的手工藝品及紀念品。 
【小娘惹文化村(娘惹餐+文化體驗+娘惹文化表演) 】安排峇峇娘惹文化館，安排品嚐傳統娘惹美食，
之後安排 BABA NYONYA 文化藝術表演傳統舞蹈、歌曲藝術創作，以舞台劇的形式進行表演，並以傳統
峇峇娘惹婚禮為表演內容，使觀眾能夠在觀賞後喜愛並瞭解峇峇娘惹文化。 
【名牌折扣暢貨中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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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山：緊臨新加坡車程只需 30 分鐘可抵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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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文化村娘惹中式合菜+文化秀 (晚餐) 新山中式料理 RM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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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OSA 或 同級旅館 

第 5天  新山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環球影城(午餐自理) 機場高雄 
【新加坡環球影城】座落在新加坡最大規模的親子家庭休閒目的地聖淘沙名勝世界，在這裡讓電影世界
的神奇，為您掀開探險旅程的序幕。鬥惡霸、追明星，您將隨著不同電影的劇情，從—個螢幕轉移到另—



個，沉浸在星光大道的耀眼光芒。在新加坡環球影城，您將被獨有的娛樂體驗深深吸引、驚歎不已。  
【環球影城】設置 24 個遊樂設施和景點，各自精彩，其中包括深具創意的雙軌過山車，一人坐著另一
人懸掛，彼此在高空擦身而過。這個最驚險刺激的過山車，設計了突如其來的扭轉、出其不意的快速下
墜、及貼身交叉交錯等令人窒息的變化，絕對讓您嘶喊尖叫。此外，恐龍、狐猴、可愛怪物以及埃及木
乃伊等，務必為您的探險添加無數的驚險和刺激。  
擁有 18 項專門為新加坡環球影城設計或修改的遊樂設施，將讓您有一個難忘旅程。一陣陣歡笑聲和尖
叫聲此起彼落，為您拼湊出無數美好的回憶。除了主題餐館和商店，這裏也能開放為企業活動量身定做
節目，提供獨—無二的活動場所。  
【環球影城七大主題區】 
好萊塢星光大道：富有百老匯風味的好萊塢劇院、星光熠熠的星光大道，讓遊客彷彿置身於聞名遐邇的
好萊塢大道，陶醉於五光十色的環球娛樂世界裡。好萊塢懷舊經典老片《美國風情畫》中的梅爾斯汽車
快餐店也在這裡重現，讓人重溫美式快餐的復古情懷。  
紐約大道：走在活力四射的紐約街頭，一部部經典的電影場景展現眼前，讓人全情投入美國最繁華的國
際大都會。由電影大師史提芬司匹柏主持的《電影特效片場》，讓遊客走入鮮為人知的電影場景幕後製
作。  
科幻城市：進入時光穿梭機來到未來世界！在奇思妙想下打造而成的未來大都會，充滿了令人難以置信
的尖端科技，遊客可登上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車《太空堡壘》，親身參與人類與機械人之戰。 
註:此項活動目前尚未開放。  
古埃及：神秘宏偉的古老金字塔和方尖碑，重現古埃及黃金時代的探險輝煌，遊客可隨著膽大心細的考
古學家的足跡，登上木乃伊復仇記過山車，在浩瀚沙漠中破解金字塔之謎。  
失落的世界：以侏儸紀公園和未來水世界為主題。  
遙遠王國：世界第一座《遙遠王國城堡》動畫中哈洛德國王的城堡，高達 40 米，您可進入城堡內來趟
冒險之旅，並體驗夢工廠所設計的各式遊樂設施，另外遙遠王國的羅密歐大街的夜店《鐵鉤騎士俱樂部》
也將是城中最熱鬧的一角。  
馬達加斯加：進入馬達加斯加的神秘世界，猶如身陷原始森林，周圍四處可見怪異的狐猴，讓遊客踏上
馬達加斯加木箱漂流記的探險之旅。  
節慶大道：長達 500 公尺的節慶大道是個不夜城，遊客可全天候在此進行各種活動，包括享用美食、購
物。 
註 1：如活動為自由參觀且在戶外舉行，如遇天候因素未能觀賞，敬請見諒。 

註 2：環球影城遊樂設施會不定期保養維護關閉，開放設施以當天入園公告為準，若因部份設施未開放造成不便之處，敬請

見諒。 

註 3：年滿 21 歲，且須持護照，才可進入賭場，進入賭場不可穿著短褲及拖鞋。 

專車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次南國馬新雙國快樂之旅。 
註 1：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當地交通狀況為準。 

註 2：行程於國外如遇塞車時，請貴賓們稍加耐心等候。如塞車情形嚴重，而會影響到行程或餐食的安排，為維護旅遊品質

及貴賓們的權益，我們將為您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敬請貴賓們諒解。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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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新台幣 100元、領隊每人每天新台幣 100元，(若 16人以下出團沒派領隊，
每位貴賓還是要給導遊及司機 NT200x 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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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
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東南亞也不例外。 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 
》旅館行李員每次每件馬幣 2 元(約台幣 20 元)，新幣 1 元(約台幣 25) 
》床頭小費每間每天馬幣 2 元(約台幣 20 元)，新幣 2 元(約台幣 50) 
》邦喀出海：船家小弟小費 RM3/人，飯店浴巾租金 RM2/人，沙灘躺椅租金 RM5/人。 
》SPA 按摩小費每人馬幣 10 元(約台幣 100 元)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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