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寵愛馬新～大紅花海上屋、大紅花內用餐、吉隆坡高塔、環球影城 5 日(高雄來回)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10,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5KUAK980428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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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新加坡＋馬來西亞，一次旅遊雙國體驗
東南亞第一個大型環球影城 2010 年 3 月 18 日全新開幕隆重登場
【聖淘沙環球影城 http://www.rwsentosa.com/】
位於聖淘沙名勝世界內的新加坡環球影城，設有七個主題區共 18 個全球首創的過山車和景點…歡迎投入銀幕光影之旅！耗
資 44 億美元發展興建的聖淘沙名勝世界即將於 2010 年首季開幕，堪稱全球投資額最高、設備最完善的家庭旅遊目的地。
聖淘沙名勝世界內最萬眾矚目的旅遊設施，首推新加坡環球影城，它設有 24 個過山車和景點，當中 18 項更是特別為此主
題樂園而設計，全球獨有，必定讓所有年齡的旅客感受刺激難忘的獨特體驗。著名怪物明星史力加的遙遠王國城堡、由多
個環球電影著名怪人領銜演出的現場搖滾秀，以及外表扮相維肖維妙的瑪麗蓮夢露和貝蒂等。除了過山車和景點，新加坡
環球影城內亦設有 30 家提供不同食品風味的餐廳及流動美食車，和 20 家精品店及零售專櫃。「環球影城專注為新加坡環
球影城設計的原創景點和遊樂設施，勢必讓第一次進入環球影城主題公園的遊客，帶來刺激、難忘、前所未有的體驗。即
使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環球影城迷，也一定會擁有這種畢生難忘的回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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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座落在新加坡的熱帶
小島聖淘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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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世界最新新加坡環球影城：
24 個以電影主題的遊樂設施與景點，其中 18 個專為新加坡獨家設計打造。
■世界最高的雙軌過山車。 ■世界首部馬達加斯加過山車。
■世界首個變形金剛主題區(2011 年)。 ■世界首個科幻城市主題區。
■世界首個來自史瑞克夢幻主題區。
3.新加坡多元文化繽紛融合，獅城魅力風靡老少
如果必須只用一個詞來描述新加坡，那《非常》可說是最貼切的選擇了。這座活力四射的都市充滿了對比和色彩，您可以
在這裡找到不同文化、飲食、藝術和建築的完美統一。這個東南亞的發電機洋溢著無限的能量，充分體現了東西方最完美
的交會。在短短的一天行程裡，您將會體驗從過去到未來、從異域情調的民族地域到繁忙高效的商業中心、從恬靜的花園

到高聳的大樓等各種風情。
4.吉隆坡多元文化色彩呈現，吃喝玩樂不夜之城
＊吉隆坡五星梳邦帝盛君豪酒店 Grand Dorsett Subang Hotel 或 吉隆坡五星莎嘉納度假酒店(全新裝修) The Saujana Hotel
或布城帝盛酒店 Dorsett Putrajaya 或 吉隆坡帝盛酒店 Dorsett Kuala Lumpur 或 吉隆坡瑞士花園酒店 Swiss-Garden Hotel
Kuala Lumpur 或 同等級酒店。
＊大紅花海上屋泳池 VILLA+獨家內用餐讓您盡情享受大紅花。
■雙子星花園廣場：電影《將計就計》拍攝現場，彷彿身歷其境並可到室內購物中心血拼。
5.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三輪車遊古城
■世界文化遺產：荷蘭大鐘樓、紅屋教堂、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並搭乘三輪車遊古城。
■雞場街(古董街)散步策：馬六甲最有特色街道，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
■購物安排：乳膠或錫器+土產+巧克力+咖啡。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吉隆坡～食尚玩家特別推荐亞羅街夜市(可自費品嚐道地小吃燒雞翅、沙嗲、魔鬼魚)～
吉隆坡 AK171 1345/1805(4/26 以後改為 D7 375 1440/1905)
帶著愉快的心情、齊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隨後搭乘豪華客機飛往異國色彩濃郁的國度馬來西
亞首府～吉隆坡。
享用完晚餐後，安排亞羅夜市中最受歡迎的小吃店～黃亞華小食店，您可自費享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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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尚玩家也推薦的亞羅街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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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晚餐：隆盛東坡肉風味餐 RM28 或南洋水果海鮮餐 RM28
【住】吉隆坡美居 Mercure Kuala Lumpur Shaw Parade 或五星梳邦帝盛君豪酒店 Grand Dorsett Subang 或 布城帝盛酒
店 Dorsett Putrajaya 或 吉隆坡帝盛酒店 Dorsett Kuala Lumpur 或 莎嘉納度假酒店 THE SAUJANA Hotel 或雙威金字塔
SUNWAY PYRAMID HOTEL 同級

第 2 天 吉隆坡～未來太子城+水上粉紅清真寺～巧克力專賣店及土產店～吉隆坡高塔(360 度景觀旋轉
餐廳下午茶、360 度高塔瞭望台、高塔水族館)～雙子星塔花園廣場
早餐後，專車前往市區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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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橋是由三層組成，一層是用來行走單軌
列車，一層是行車，而一層是行人；布城湖是利用以前開采錫礦後留下的廢礦坑改建成的。太子廣場、首相府、清真寺、
會議中心、州皇宮和配套住宅等依湖而建。這個有六百五十公頃大的人工湖是用來充當城市的冷卻系統。它現在已成爲一
個主要的各種水上運動活動的場地，包括一級方程式賽艇錦標賽和亞洲獨木舟錦標賽。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爲普特清真寺，在市區的這主要清真寺建成於 1999 年。它位於總理府和布城湖的右邊。廣場側面是水
上清真寺的全貌。這座四分之三建於湖面上的水上清真寺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兩千人在
此做禮拜。它爲上下兩層，二樓供四千名女子專用，樓下爲八千男子使用。每當做禮拜時，清真寺那高高的宣禮塔内播放

的古蘭經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悦耳。註：遇回教徒朝拜麥加時間或回教節日時，恕不開放觀光客入內參觀，
但仍可在外觀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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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專賣店：您可購買到香醇濃郁、口味特殊的各式各樣巧克力送給親友。
土產店：您可購買到當地土產：如豆蔻膏、花生糖及名聞中外之肉骨茶、東革阿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吉隆坡高塔(360 度景觀旋轉餐廳下午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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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珊瑚迷人水族館，最酷的水族熱帶雨林水族館概念，不同的品種如神仙魚，鸚鵡魚，小丑魚，蝙蝠魚等等珊瑚礁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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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飯店早餐午餐：雙味肉骨茶風味餐+黃金麵包雞 RM30 晚餐：美國知名 MorganField's 美式餐廳豬肋排 RM40
【住】吉隆坡美居 Mercure Kuala Lumpur Shaw Parade 或五星梳邦帝盛君豪酒店 Grand Dorsett Subang 或 布城帝盛酒
店 Dorsett Putrajaya 或 吉隆坡帝盛酒店 Dorsett Kuala Lumpur 或 莎嘉納度假酒店 THE SAUJANA Hotel 或雙威金字塔
SUNWAY PYRAMID HOTEL 同級

第 3 天 黑風洞(招待燕窩乙碗)～乳膠展示坊～白咖啡巡禮～波特申～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
海上噴泉水舞秀
早餐後，接著前往參觀印度教聖地～黑風洞，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險刺激，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欲登上黑
風洞，得先攀登 272 層階梯才可抵達，洞內有一印度神殿，是印度教大寶森節慶祝活動的重鎮，洞內成群的猴子及蝙蝠，
洞內還有一個高達 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偶有陽光斜線而入，呈現出奇詭莊嚴的氣氛。下山後我們特別為您提供養顏美
容盛品～燕窩乙碗。
咖啡專賣店：您可購買到香醇濃鬱、口味特殊的聞名世界的白咖啡贈送給親多好友。
乳膠展示場:馬來西亞最出名的出產品-乳膠制品.在這您可買到物超所值的乳膠枕和乳膠床墊比台灣便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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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渡假村的海上噴泉水舞秀，是東南亞最高的海上噴泉，高度可達 100 公尺高，每場水舞秀 15 分鐘。
【食】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椰林漁村或福臨中式料理 RM25 晚餐：大紅花酒店內用餐
【住】渡假聖地～波特申大紅花海上屋泳池別墅 VILLA 渡假村 Lexis Hibiscus Port Dickson 或同級飯店

第 4 天 渡假村～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荷蘭紅屋、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三輪車遊古城)～雞場街
巡禮～馬六甲雞場街散步(加贈椰子雪糕冰沙)～名牌折扣暢貨中心(PREMIUM OUTLETS)～新山
早餐後，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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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三輪車，請旅客自費夫小費，每台 R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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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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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折扣暢貨中心 PREMIUM OUTL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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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最南端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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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飯店早餐午餐：奶油螃蟹餐 RM28 晚餐：韓式燒肉風味餐 RM27
【住】新山 AMERIN 或新山最新開幕帝國酒店或新山 SWISS INN HOTEL JOHOR BAHRU 或新山 HOTEL GRANDA 或新
山 MILLESIME HOTEL 或 Hotel Granda 同等級酒店

第 5 天 新山～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新加坡環球影城(最新開幕全世界首創變形金剛 3D 對決主題
題館、鞋貓劍客歷險記懸吊飛車、馬達加斯加、史瑞克遙遠王國、侏儸紀失落的世界、水世界七大主
題區)～節慶大道～新加坡機場／高雄
享用美味早餐後，專車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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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環球影城：座落在新加波最大規模的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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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影城將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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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首個《鞋貓劍客歷險記》主題懸吊飛車正式亮相新加坡環球影城
鞋貓劍客原本只是《怪物史瑞克》電影系列中的一個角色，後來因大受追捧而在 2011 年 10 月有了屬於自己的賣座電影
《鞋貓劍客》。
期盼已久和鞋貓劍客一起探險的日子終於到來！新加坡環球影城今天正式開啟全球首個《鞋貓劍客歷險記》主題懸吊飛
車，也同時為新加坡環球影城開業五周年的一系列慶典活動掀開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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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時光穿梭機到未來世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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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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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可全天候在此進行各種活動，包括享用美食、購物、參與電視製作等。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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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次南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快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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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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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晚餐：機上套餐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團體飯店如遇單人報名請補單人房差，因為每位貴賓生活習性不一，怕互相干擾，若單人報名，請補房間差額。
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清艙、企業同盟、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特惠活動，因此並不保證同
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一切以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亞洲航空為外籍廉價航空公司,出發前 25 天無法退票,若出發前 25 天取銷,需付全額票款或請另找朋友可替換名單出發
＊此行程為本國人報價，若持外國護照，請加收馬來西亞:NT$1500、新加坡:NT$1000。
＊此為團體行程，若行程中要脫隊，請簽切結書。
＊全程飯店內用早餐、馬來西亞以八菜一湯為主&新加坡以七菜一湯為主（HTL 餐以及火鍋餐以及特殊餐除外）
＊為因應國際油價浮動，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徵收燃油附加費，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為保障行程景點順暢，當地導遊可保有權利視狀況調整先後順序。

◎旅客進出馬來西亞特別聲明及簽證相關注意事項◎
＊馬來西亞海關入境最新規定：2015 年 0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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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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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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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需申請觀光簽證，所需備資料如下：
－請準備台灣護照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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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基本要件：
－1.經中華民國入出國機場或港口查驗單位查無不良紀錄。
－2.護照有效期為六個月以上。
－3.回程機(船)票或一目的地之機(船)票及有效簽證，其機(船)票應訂妥離境日期班(航)次之機(船)位。
＊享有 30 天免簽證國家如下:

澳洲(Australia)、奧地利(Austria)、比利時(Belgium)、汶萊(Brunei Darussalam)、加拿大(Canada)、哥斯達尼加(Costa
Rica)、 丹麥(Denmark)、芬蘭(Finland)、法國(France)、德國(Germany)、希臘(Greece)、愛爾蘭(Ireland)、冰島
(Iceland)、義大利(Italy)、日本(Japan)、韓國(Republic of Korea)、列之敦斯登(Liechtenstein)、盧森堡(Luxembourg)、馬
來西亞(Malaysia)、馬爾他(Malta)、摩納哥(Monaco)、荷蘭(Netherlands)、紐西蘭(New Zealand)、挪威(Norway)、葡萄牙
(Portugal)、新加坡(SingaporeSingapore)、西班牙(Spain)、瑞典(Sweden)、瑞士(Switzerland)、英國(U.K)、美國
(U.S.A)。
＊凡持非中華民國護照的外籍旅客，請旅客出國時一定要攜帶"離境機票"，若未攜帶離境機票請於機場櫃檯直接開立一張離
境機票，若無離境機票海關有權拒絕入境，原機送回。
＊其他有關簽證相關問題請洽：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 電話：(02)2716-7580、(02)2716-7075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2 樓 1208 室
◎旅客進出新加坡簽證相關注意事項◎
＊簽証
－持台灣護照以觀光為目的進新加坡是免簽證的，入境期限為三十天。
－但若前往者懷孕超過六個月時或非以觀光為目的，必須事先辦妥簽證。
－簽證，需準備本人的照片一張、護照正本、醫生開立的適航證明、一位新加坡公民 為保證人、保證人姓名電話地址資
料、保證金新加坡幣伍仟元(離境後退還)、申請費 新台幣參佰捌拾元，辦理時間須約二週。
－辦事處地址：台北市仁愛路 4 段 85 號 9 樓 聯絡電話:02-27721940 。
＊小費說明：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更是一種風度的表現，而小費也是服務業從業人員收入重要的一部份。
僅將各項有必要給予的小費建議如下，以供參考 。
1.當地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新台幣 100 元，如沒當團領隊隨團服務需每人每天共新台幣 200 元。
2.領隊每人每天新台幣 100 元。
3.每天起床後，於床頭放置床頭小費，每間房每天馬幣 2 元(約 NT20)。
4.旅館行李員上下行李進出房間時，每次每件行李小費馬幣 2 元(約 NT20)。
5.飯店內如有額外服務要求，每次給予馬幣 2 元(約 NT20)。
6.其他服務小費，因地區及服務性質不同，可事先徵詢導遊或領隊之意見，再決定付小費之多寡。
◎注意事項◎
＊本行程需團去團回，不得更改回程。
＊房間以兩人一室為主; 如有單人房，請補單人房差。
＊以上行程內容保証完整、景點先後順序得視航空公司班機、當地飯店及交通狀況，以當地安排為準。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與台灣無時差。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電壓為 220-240 伏特。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一般住宿飯店為考量個人衛生，均不提供拖鞋與牙刷牙膏。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 / 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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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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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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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與國際星級酒店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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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
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
諒。
◎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詳細安排視航空公司班機及當地景點先後順序、當地飯店及交通狀況，以當地安排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