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新加坡，一次旅遊雙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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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程 港龍航空 KA451 高雄 香港 08:00 09:25 

去程 港龍航空 KA725 香港 吉隆坡 12:45 16:45 

回程 國泰航空 CX734 新加坡 香港 16:05 20:10 

回程 港龍航空 KA438 香港 高雄 21:10 22:40 

【註：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最終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高雄/香港／吉隆坡～亞羅街夜市～黃亞華小吃宵夜(品嚐道地小吃燒雞

翅、沙嗲、魔鬼魚) 

帶著輕鬆愉快的渡假心情，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文化薈萃，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食尚玩家也推薦的亞羅街夜市 Jalan 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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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亞羅夜市中最受歡迎的小吃店～黃亞華小食店，店裡最有名的燒雞翼及青檸話梅汁最值得來品嚐，

另外還有蕉葉紅燒魔鬼魚及福建炒麵也是不容錯過的。大飽口福後搭乘專車前往酒店休息 

 

 
XXX 

 
機上套餐  

 

亞羅街馬來風味

小吃(燒雞翅+紅

燒魔鬼魚+福建

炒麵+桔汁酸梅) 

 

梳邦帝盛君豪酒店 Grand Dorsett Subang 或  布城帝盛酒店 Dorsett 

Putrajaya 或  吉隆坡帝盛酒店 Dorsett Kuala Lumpur 或瑞士花園酒店

Swiss Garden Hotel 或  莎嘉納度假酒店 (全新裝修 ) THE SAUJANA Hotel

或同級旅館  

 

 
布城～城市規劃館～乳膠專賣店 ( 約 40~70 分鐘)～土產巡禮(約

40~60 分鐘)～巴比倫廣場～星光大道 

【布城】Putrajaya，馬來西亞行政首都，Putra 是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太子的姓氏，而 jaya

是城市的意思，因此又稱太子城。 

【布城建城有三大理念】一是神與人、二是人與人、三是人與環境。 



【布城清真寺】Putra Mosque，結合傳統馬來與穆斯林風格，由花崗岩打造的粉紅色圓頂。 

【布城湖】人工湖也是都市規畫的一部份，為的是提供這新興都市水源及蓄洪等功能。 

【首相署】Pedana Putra，位於布城中心點，融合伊斯蘭與歐式建築風格！  

【首相府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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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膠專賣店】由專業人員為您解說馬來西亞特產像膠的生長過程及製造乳膠過程，當場亦可試試各

式的乳膠產品。也是饋贈親友的好禮物，相信您一定會滿載而歸 

【城市規劃展覽館】在這座藝術城裡,便記戴了吉隆坡的發展故事,展示獲頒大馬紀錄大全最大模型一

夜間獨立廣場和茨廠街木製模型地圖,以及分佈在吉隆坡多座古舊建築物模型。 

參觀土產商店，您可購買--冬革阿里--豆寇膏--追風油--肉骨茶--等等. 

千禧紀念碑是本市的華盛版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版本。被認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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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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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倫購物城】吉隆坡最新最大的購物廣場，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流品牌皆齊聚

在此購物城內。一樓的美食廣場，有來自世界各國的高檔餐廳以及日式連鎖餐廳、美式咖啡店、中國

餐館、娘惹餐等，選擇多樣，讓您自由享受購物樂趣。 

千禧星光大道上林立著大購物商場，這裏是吉隆坡黃金地段，百貨商場、各國美食餐廳林立，附近知

名的飛輪海 88、LOT 10 樂天商場、日系 UNI KLO 旗艦店及 ZARA 等名牌精品商店都值得您的光臨。 

 

 
飯店內用  

 

南 洋 養 生 風 味 餐

（ 雙 味 肉 骨 茶 ~ 瓦

煲 原 味 肉 骨 茶 + 鐵

鍋 乾 燒 肉 骨 茶 ） +

黃金麵包雞  

 
海鮮風味餐  

 

梳邦帝盛君豪酒店 Grand Dorsett Subang 或  布城帝盛酒店 Dorsett 

Putrajaya 或  吉隆坡帝盛酒店 Dorsett Kuala Lumpur 或瑞士花園酒店

Swiss Garden Hotel 或  莎嘉納度假酒店 (全新裝修 ) THE SAUJANA Hotel

或同級旅館  



 

 
吉隆坡市區觀光（皇宮、高等法院、獨立廣場）～特產巡禮(巧克力)專

賣店/停留約 40~60 分鐘～咖啡專賣店/停留約 40~60 分鐘～雙子星塔

花園廣場--2015 馬來西亞新地標 The Hibiscus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 

市區觀光：馬來西亞國家清真寺(車經)位於首都吉隆坡市的中心地區，是世界著名的清真大寺、東南

亞地區最大的清真寺，是伊斯蘭建築藝術的傑出代表；吉隆坡火車總站(車經)是另一深受摩爾式建築

風格影響的歷史性建築物 

【國會大廈(車經) 】是一座融現代化藝術和傳統風格為一體的建築，主樓高 3 層，附近 18 層的大樓

有上下議院、宴會廳、圖書館、辦公室和會議室等。 

【獨立紀念廣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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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巧克力】是馬來西亞最具規模一家專賣店，利用馬來西亞特產水果做為內餡，口味非常獨特相

當具有當地南洋風味。 

"咖啡專賣店" 琳瑯滿目的咖啡,品嚐選購馬來西亞特有的白咖啡,東格拉里咖啡,純南洋風味與眾不同,

自   用送禮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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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早餐  

 
海鮮風味餐 RM25  

 

方 便 遊 玩   敬

請自理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 Lexis Hibiscus Port Dickson 

 

 
2015 馬來西亞新地標 The Hibiscus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世界遺產馬六

甲(荷蘭紅屋、大鐘樓、葡萄牙廣場、聖保羅教堂、聖地亞哥古堡、雞場

街 ) －有故事咖啡館  －馬來西亞新山－新山名牌折扣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S 

【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區】麻六甲是由一名流亡的王子，拜裏米蘇拉所發現，之後就迅速發展成為東

西方進行商業活動的貿易中心。當時此地進行香料、黃金、絲綢、茶葉、鴉片、香煙及香水等貿易，

引起了西方殖民強權的注意。後來馬六甲先後受到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的殖民統治。馬六甲市區的部

分地方，還保留著這些殖民統治者所遺留下來的建築物及古跡，2008 年 7 月 7 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荷蘭紅屋】後來荷蘭人攻陷這座城堡，將城堡毀掉，之後又重新修建。 

【葡萄牙廣場】此廣場建於 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 

【聖芳濟教堂】這座由法國傳教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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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荷蘭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大鐘樓及

古老建築物及葡籍後裔居住地觀。 

【三輪車遊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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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場街文化巡禮】這些明朝建築遺跡裡，真有時空錯置的感覺，這裡簡直是個寶藏-遊客喜歡到這

裡搜尋李小龍的紀念品，尋找南國電影的海報，找尋罕有的舊紙幣，包括英治時代、日治時代馬來西

亞的鈔票，印度、葡萄牙、荷蘭，其至中國的舊錢幣、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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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內用早餐  

 
娘惹風味餐 RM25  

 

港 式 風 味 餐

RM25  

 

新山 V8 HOTEL 或帝豪絲麗卡精品酒店或 BAYU MARINA 或 GRAND 

SENTOSA HOTEL 或 Berjaya waterfront hotel 或  同級旅館   1N 

 

 
新加坡～新加坡市區觀光(國會大廈、高等法院、伊莉莎白公園、ONE 

FULLERTON 魚尾獅的新家)～濱海藝術中心～濱海灣花園+超級樹～機

場／香港/高雄 

上午市區觀光，包含：國會大廈、伊莉莎白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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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的濱海藝術中心是新加坡最閃亮的地標，遠遠

望去，彷彿兩只靜臥在濱海灣的大貝殼，入夜後就散發金黃色光芒，此特別的造型更贏得當地熱門水

果《大榴槤》的暱稱。 



【ONE FULLERTON】是魚尾獅像的新家，魚尾獅身後是具有古希臘列柱的浮爾頓酒店與金融區摩天

大樓所連成的都會景緻。 

濱海灣花園位於新加坡河的河口延展開來，由三座醒目的海濱花園所組成，它們分別是濱海南花園

Bay South、濱海東花園 Bay East 和濱海中花園 Bay Central。規模最大的濱海南花園將位於濱海灣

金沙的旁邊，並以各種熱帶花卉和不同色彩的植物展現出精湛的熱帶園藝和園林藝術。 

【文化遺產花園】裡有四座不同主題的園藝花園——印度花園、中華花園、馬來花園以及殖民花園。

這四座花園會分別展出與四大種族息息相關的樹、灌木和草藥等，從而反映出新加坡四大種族的歷史、

文化以及國家的殖民遺產。例如，馬來花園展示的是傳統馬來鄉村的生活，而中華花園會讓您明白歷

代作家、詩人和畫家如何在充滿安寧和靜翳的中式庭園內找到創作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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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也能為您照明和營造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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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也能為您

照明和營造氣氛。 

 

 
飯店內用  

 

海 南 雞 飯 風 味 餐

SD15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吉隆坡飯店：少部份早餐為團體早餐．若要使用 FIT 早餐則需另外加價(如 PJ.HILTON;太子萬豪...

等等) 

＊此行程為本國人報價，持外國護照需另加價～馬來西亞+NT1500.新加坡+NT1000 

＊行程中如需脫隊，需補簽切結書.並補收團費 NT3000 

＊如果卡週五、六入住大紅花海上屋 VILLA 加收旺季加價 NT300 元每人每晚 

＊新加坡團體,車子只能使用到晚上 20:00,超時需付超時車資 NT2500 元/一台車(每小時,以此類推...) 

＊馬來西亞團體,車子只能使用到晚上 21:00,超時需付超時車資 NT2000 元/一台車(每小時,以此類

推...) 

＊此行程無自然單間(領隊或旅客)，如指定單間需補單人房差  

＊發餐卷或餐費的餐，領隊皆無 FOC，請自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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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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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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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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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行程使用之機票票種不可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坐席或劃位(航空公司依旅客英

文姓名排序)。 

＊ 新加坡為禁煙國家，除政府所允許開放空間，公共場所及飯店禁煙房間內一律禁止抽煙，違反規

定將會處以 100 新幣以上高額罰款。入境新加坡成人規定不能攜帶香煙(一根香煙就會罰款)，口香糖

亦不得攜帶入境，違反規定將會處以高額罰款(一包煙罰 200 新幣以上)，請旅客配合遵守。 

＊ 禁帶肉製品。 

¢註 1.小孩(2-12 歲)佔床同大人價。      ¢註 2.團體機票不得更改天數。 

免簽證注意事項：護照效期一定要有 6 個月以上。【馬來西亞不承認雙重國籍】 

◎即日起台灣旅客進入馬來西亞 30 天內免辦理簽證，需有下一站機票或車票，機票回程不可以是

OPEN 

◎限下列機場進出才可以免簽證 

  1.吉隆坡機場．2.蘇丹伊斯梅爾．3.檳城機場．4.蘭卡威機場(吉打機場)．5.沙巴(亞庇機場)  

  6.古晉(砂勞越國際機場)．7.柔佛進新加坡海關局、移民局．8.柔佛進新加坡關口 

◎位於 CLUB MEN 的關丹機場，如果是從台灣直飛的一定要辦簽證 

◎出生地馬來西亞的客人，請客人必帶馬來西亞放棄國際書影本，如果沒帶會被原機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