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2/19                                                 團費：每人/NT20,000 元起 

     3/5、10、4/8、15、29                           團費：每人/NT19,00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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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安排】 

註 1：蘭卡威兩晚+檳城兩晚，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蘭卡威為商務型酒店，飯店自助早餐為馬來+西式早餐，無法與國際級酒店早餐比較。 

註 3：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檳城：佛朗明哥酒店 FLAMINGO HOTEL 

 

檳城：皇家酒店 HOTEL ROYAL 

 

檳城：格羅酒店 GLOW HOTEL 

 

【行程特色】  



蘭卡威傳奇的九十九島：蘭卡威群島是由 99 個熱帶島嶼組成，居於泰國之下不遠的地方。蘭卡威島以豐富的歷史傳說及美

麗的景色而聞名全世界。它擁有美麗的海灘、豐富的海底生物及提供非常悠閒的渡假環境，讓人可以真正的由都市叢林中退

隱，享受心靈釋放的樂趣。此地亦是免稅中心，再加上美麗的景色、寧靜的地形環境，己成為國內外旅客所喜愛的旅遊景點。  

北部紅樹林穿梭於奇形怪狀的島林間，目睹嶙峋山水。然後進入紅樹林保護區，彷彿置身於小亞馬遜河。 

 

 

蘭卡威豐富之旅：老鷹廣場、英聯邦公園、瓜鎮、洋人街。 

 

搭高空纜車，飛越古老地層：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為了發展蘭卡威，耗資 4 千 6 百萬馬幣興建纜車。在發展觀光與兼顧生態

之間，蘭卡威的纜車在建設過程中，所有的支架都是由直昇機協助完成，以減少對森林的破壞。纜車由東方村網上爬升直到

馬西岡山，全程約 10 分鐘。到達山頂後，從這裡可以以 360 度無死角的視野欣賞蘭卡威全貌。 

世界最大彎曲吊橋：不讓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專美於前，2007 年蘭卡威出現了世界第一座《凌空》蜿蜒於兩座山頭間的

鋼造吊橋，從第二站觀景台可清楚的看到吊橋的全貌，就像神仙的畫筆在空中畫出一條幽美的弧線，這座吊橋無論在外型上，

還是工程上都驚為天人！天氣好時，腳下茂密的樹林清晰可見，起霧時，雲霧繚繞在身旁的感覺，猶如置身仙境！ 

檳城喬治市於 2008 年 7 月 7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人文色彩，包括留存濃厚的華人文化。

在今年七月，檳城與麻六甲二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為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肯定華人對這兩個歷

史城市的發展貢獻。 

檳城：優美的沙灘、古老的建築、富英式殖民色彩的教堂，檳城在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後，依然保有獨特的自我風格！相較於

只有高樓林立，而沒有自我風格的國際大都市來說，融合了中國、泰國、緬甸、印度等移民的檳城，以包容力展現了它的魅

力，像是眼裡見到的鐘塔，是英式鐘樓與伊斯蘭教圓頂混合的建築；嘴裡嚐的咖哩叻沙，是馬來與印度風味激盪出的鮮美！ 

 



阿凡達秘密花園：檳城目前最火紅及最夯的新景點，甫開放不久就已經引來無數遊客前來打卡。 

  

喬治城魔鏡：來自立陶宛的畫家恩尼斯繪製五幅壁畫，包括：姊弟共騎、功夫女孩、漁船小孩、爬牆小孩、追風小子等，陸

續發表這批藝術作品。 

 

購物安排：咖啡、巧克力、土產。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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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731  台北(桃園)  檳城  09:30  14:10  

第五天 CI732  檳城  台北(桃園)  15:1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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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檳城世界文化遺產(三輪車遊古城)～喬治城魔鏡阿凡達祕密

花園檳城 

帶著輕鬆愉快的渡假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噴射客機飛往馬來西亞素有《亞洲熱帶花園》之稱

的檳城。喬治城是檳城首府，是一座 19 世紀的中古城市，有著濃厚的傳統，到處矗立的古老廟宇、組

織會館、菜市和老商店，令人回味。 

【三輪車漫遊世界文化遺產區】您可沿路欣賞古城區的百年建築及文化滄殤，彷彿穿越時光走廊來到當

時的年代。註：三輪車，請旅客自理車伕小費 RM2/一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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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壁畫后方畫上恐龍，彷彿恐龍要吃掉騎摩托車的小孩。  

【阿凡達祕密花園】電影《AVATAR》(阿凡達)潘朵拉星球中神秘又夢幻，鮮豔斑斕的仙境至今仍叫人念

念不忘；你，一定不會想到，有一天你也能置身在這個仙境中，感受阿凡達那夢幻極致的世界！潘朵拉

星球我們去不到，但檳城丹絨道光海珠嶼的阿凡達秘密花園，把整個阿凡達夢幻仙境完整的獻給你，讓



你化身“納美人”暢遊在那如幻似真，被五顏六色的螢光包圍著的的繽紛世界裡。 

   

(早餐) X (午餐) 機上輕食 (晚餐) 娘惹風味中式合菜 

住宿：佛朗明哥酒店 FLAMINGO HOTEL 或 皇家酒店 HOTEL ROYAL 或 格羅酒店 GLOW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檳城臥佛寺、緬佛寺(2H)吉打港(1.5H)老鷹廣場英聯邦公園瓜鎮

蘭卡威 

早餐後，首先參觀融合了中國、泰國、緬甸三種不同文化的【臥佛寺、緬佛寺】。臥佛寺內鍍金的 33 公

尺長臥佛也是世界第三大之臥佛。 

搭乘交通船前往渡假天堂【蘭卡威】，共計 99 座的群島所組成，蘭卡威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且擁有豐富歷

史傳說及美麗的海景，同時也是個免稅島。 

在蘭卡威群島的 99 座島嶼中，第一大島浮羅交怡，以其林木蓊鬱的山丘、浪漫的白色沙灘與晶瑩澄澈

的海水等熱帶風情迎接來訪的每位旅客。 因其古代地質構造運動所衍生的神話，浮羅交怡島有個神祕

的別名「傳說之島」，如今與馬來西亞並肩寧靜地漂浮在天藍色的安達曼海域上。 

抵達後參觀代表蘭卡威觀光事業起飛的地標～【老鷹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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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蘭卡威州政府因發展蘭卡威觀光事業之成功耗資千萬而設立；

參觀美麗清新的【英聯邦公園】；蘭卡威市中心～瓜鎮，有許多商場及購物中心，您可在此選購各式各

樣的南洋水果，帶回飯店內大快朵頤一番。 

【瓜鎮】座落於蘭卡威東南部，它是搭乘渡輪前往鄰近小島的出發點。「Kuah」在馬來語中的意思是湯

汁，這名字的來源有其典故；相傳從前有兩個巨人打起架來，他們在該鎮所在地弄翻了裝在一個巨鍋裡

的咖哩汁。瓜埠原本是一個只有幾條街道的純樸小鎮，現在已發展成為一個欣欣向榮，飯店、購物及商

業大廈四處林立的城鎮。瓜埠亦是一個免稅購物天堂，各種商品應有盡有，而且價格極具吸引力。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中華樓中式合菜 (晚餐) 海鮮中式合菜+啤酒暢飲 

住宿：艾德亞酒店 ADYA HOTEL 或 蘭卡威灣景酒店 Bayview Hotel 或 貝拉酒店 BELLA VISTA HOTEL 或 法維精品酒

店 FAVE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蘭卡威紅樹林生態海上牧場東方村高空纜車～電軌車～世界最大

彎曲吊橋(眺望) 天幕劇場環景震撼車眺望七仙井瀑布蘭卡威 

【北部自然生態】穿梭於奇形怪狀的島林間，目睹小桂林的嶙峋山水。然後進入紅樹林保護區，彷彿置

身於小亞馬遜河。  

【海上牧場】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魚類(魔鬼魚、野生的大石斑、噴水魚)。聯合國教科文?命訂為世界

地質公園:石灰岩洞、蝙蝠洞，不論石柱、石鍾、石筍、彩色的石壁，都是喀斯特地形。  



【東方村】位於馬西岡山的山腳下，園區中心是一座頗具東亞情調的花園，裡頭販傳統服飾與手工藝品

的店鋪；馬西岡山擁有全島最古老之岩石，而欣賞這古老地質的最佳方法就是搭乘360度高空景觀纜車，

由平地坐到對面海拔 708 公尺的高山上，有如緩慢的雲霄飛車，刺激又可看美景。  

【SKYGLIDE 電軌車】為省去步行時間，特別安排搭乘電車前往參觀世界最大彎曲吊橋。 

【360 度觀賞高空纜車】由東方村往上爬升直到馬西岡山，全程約 10 分鐘。到達山頂後，從這裡可以

以 360 度無死角的視野欣賞蘭卡威全貌。可以眺望世界最大彎曲空中觀景吊橋，不讓美國大峽谷的天空

步道專美於前，這座鋼造吊橋蜿蜒於兩座山頭間，由吊橋上可以俯瞰整個馬西岡山叢林及蘭卡威西北部

海景。註：遇纜車月修日或定期維修日或因天候狀況或風大纜車停駛時，將另安排參觀海底世界替代。  

【SKY DOME 天幕劇場】觀賞全天域劇場，天空穹頂提供 360 度的 3D 圖像，他將掩蓋你的視野。這

種感覺就好像是身歷其境、仰望滿天星斗的感覺。體驗從外太空地球美景到大自然的奇特現象。 

註：劇場會不定期更換 IMAX 影片內容，行程以當天所提供影片為主，無法指定，敬請見諒。 

【SKY REX 環景震撼車】坐在電車上戴上 3D 眼鏡，搭配燈光效果、水噴霧、震動、環繞聲的結合讓你

感覺就好像是身歷其境。  

【遠眺七仙井瀑布】據傳說從前有許多仙女愛到這裡洗澡和嬉戲的七仙井，該處有個淡水溪流沖刷而成

的 91 公尺高大瀑布，這座瀑布是因為被間隔成七個天然水潭而得名，瀑布周圍的青翠森林更為此瀑布

添加大自然的神秘氣氛。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海鮮風味餐 (晚餐) 飯店內用套餐或中式合菜 

住宿：艾德亞酒店 ADYA HOTEL 或 蘭卡威灣景酒店 Bayview Hotel 或 貝拉酒店 BELLA VISTA HOTEL 或 法維精品酒

店 FAVE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蘭卡威 (1.5H)吉打港 (2H)檳威大橋檳城康華麗斯古堡、檳城州議會

特產巡禮檳城 

早餐後，轉搭乘交通船前往【吉打港】，途經【檳威大橋】返回檳城。此橋是首相馬哈蒂於 1982 年主持

建橋打樁典禮，三年後完成，可容納五萬噸船隻行駛(橋中距水面約 33 公尺高)，連接了馬來西亞和檳城

的陸路交通，其外觀是高達 225 公尺的中央對稱扇面線條，是亞洲最長、世界第三長的吊橋。  

【康華麗斯古堡(不入內) 】1786 年萊特船長最初上岸地點，後來英國人將其改建成一座石堡，古堡內

現有露天劇場、歷史走廊和紀念品售賣中心。荷蘭送給柔佛蘇丹的大炮也擺在這裡陳列，這些展示古炮

台，傳說撫炮口可得子；【檳州議會大廈】這是以希臘圓柱為門廊的建築物，建於 19 世紀，設計精雅。  

【咖啡、巧克力專賣店及土產店】您可購買到香醇鬱、口味特殊的咖哩與榴槤水果巧克力及聞名世界的

白咖啡及土產中心您可自由選購：如豆蔻膏、花生糖及名聞中外之肉骨茶、東革阿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

贈親友。  

【新關仔角夜市】檳城最有名傳統小吃夜市，你可自費品嚐檳城道地美食小吃。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泰式風味餐 (晚餐) 新關仔角夜市(自理) 

住宿：佛朗明哥酒店 FLAMINGO HOTEL 或 皇家酒店 HOTEL ROYAL 或 格羅酒店 GLOW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檳城姓氏橋尋根小印度區觀音廟清真寺機場桃園機場 

【姓氏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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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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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街】位於喬治市的東北方，是檳城最古老老街，在此可見到檳城的多元種族融合，街上有著 200

年歷史的觀音堂及基督教堂、回教堂，並在隔街有著 200 年的印度廟及小印度區，電影情節都可看到檳

城這些世界文化遺產古蹟。  

【小印度區】，這裡周圍環繞著濃厚的印度香料味道、印度音樂還有各式各樣印度當地土產及傳統服飾販

賣，令您感覺猶如置身印度。自由小逛之後。 

【觀音廟(不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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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的善信

絡繹不絕、香火鼎盛。 

【甲必丹武吉清真寺(不入內)】檳城古老且最著名的清真寺，寺身土黃色、圓頂尖塔，充滿摩爾式的穆

斯林建築風格。  

專車前往機場辦理手續返回台北，結束這趟愉快浪漫的旅程，敬祝您旅途愉快！ 

註 1：本行程於將因天候狀況及飯店 BOOKING 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微幅調整，但所有行程保證全部走完，敬

請貴賓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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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骨茶風味餐 (晚餐) 機上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自  費  活  動 :  

巴椰島國家公園一日遊: USD100  

豐富的熱帶魚與珊瑚礁生態，聞名於世。絢爛美麗的海底景觀絕無僅有，在此浮潛就可讓你一窺海底世

界的奧妙；浮台還有海底隧道可供觀賞；或可搭乘觀景船欣賞海底奇觀。午餐安排在浮台上享用西式自

助餐。在此不論是浮潛、日光浴、或自費參加潛水活動，種種的活動都讓你盡興一整日，體會大自然的

洗禮！(10 人以上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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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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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需申請觀光簽證，所需備資料如

下： 

》台灣護照正本(效期至少六個月以上) 

》2 吋 6 個月內近照 1 張(白底大頭照，同身份証、護照規格) 

》需 3 個工作天，簽證費用 NTD240。 

》簽証處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2 樓 1208 室，電話：02-27167580  

》另請提供客人地址及聯絡電話，以供簽証表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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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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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頭小費每間每天馬幣 2 元(約台幣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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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8.01.0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