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愛上小杜拜～AVANI 棕櫚渡假村、食尚玩家、娘惹文化遺產五日

成團人數» 16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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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LAVA80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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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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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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CI 中華航空

CI721

201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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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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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KUL)吉隆坡國際
機場

04:40

回

CI 中華航空

CI722

2018/04/10
14:10

吉隆坡(KUL)吉隆坡國際
機場

2018/04/10
18:3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04:4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精美行程◆
1.ALL INCLUSIVE HOTEL 渡假村內安排活動人員帶領全天活動
★渡假飯店包含活動：各類風帆、撐船、獨木舟、水上健身、沙灘排球、沙灘足球、沙灘滾球、乒乓球、射飛鏢、腳踏車..
等
★吃喝全包的渡假飯店：早上 11:00 開始至晚上 11:00，於 BANQUET，可樂、汽水、果汁無限暢飲。
4.馬六甲文化遺產懷舊之旅：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懷舊人力三輪車、小娘惹文化村(娘惹餐+文化體驗+
娘惹文化表演)
5.中央市場、馬來傳統露天市集～閒情下午茶(太空麵包+咖啡或茶每人一杯)
6.吉隆坡美食購物中心(巴比倫購物商場、千禧星光大道) ～亞羅街夜市(自費品嚐道地小吃燒雞翅、沙嗲、魔鬼魚)
7.未來環保無煙城市太子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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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馬國行政電子中心。
8.水上粉紅清真寺：是馬國最美麗壯觀的清真寺，其建築風格值得您細細品味。
9.印度教聖地黑風洞(贈燕窩每人一碗)： 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
10.吉隆坡市區巡禮：國會大廈、獨立廣場、國家英雄紀念碑、蘇丹國王皇宮等。
◆美食饗宴◆
文化村娘惹中式合菜+文化秀/創發亞三魚頭燒雞風味餐/獨特北印度料理自助餐+飲料 1 杯/肉骨茶風味中式合菜/隆盛東坡肉
中式合菜
◆特產巡禮◆
錫器、土產、咖啡城、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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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吉隆坡～馬六甲～三輪車遊古城～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雞場街散步
策～小娘惹文化村(娘惹餐+文化體驗+娘惹文化表演)～AVANI 黃金棕櫚渡假村
使用航班：
去程參考航班 : 中華航空 CI721 台北桃園 TPE/KUL 吉隆坡國際機場 0850-1330
去程參考航班 : 長榮航空 BR227 台北桃園 TPE/KUL 吉隆坡國際機場 0935-1415
帶著輕鬆愉快的渡假心情，集合於桃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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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安排前往歷史古城馬六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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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搭乘仿古三輪車遊古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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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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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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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場街：當地最古老的古董街，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已經是享受，★有故事的咖啡館：曾
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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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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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中國移民與當地馬來女子通婚所生下的後代，女孩兒就稱為《娘惹》，娘惹文化融合了華人與馬來人兩大民族的特
色，無論在飲食或是服飾、建築皆獨樹一幟，負責做菜的女人作出來的馬華食物即為娘惹菜。娘惹菜：指的是華人和馬來
人的混血菜，由不同族群融合的菜味一定很五味充足，娘惹菜充滿鹹酸甜辣的多層次味覺。中國食物很少用的香料，如荳
蔻、大小茴香、蔘薑等等，在娘惹菜中下得很重，如果沒有各種香料，不加香蘭葉和椰奶的娘惹糕則是樹薯粉做的甜粿。
【食】早餐：XXX 午餐：機上套餐晚餐：文化村娘惹中式合菜+文化秀
【住】AVANI 黃金棕櫚海上渡假村酒店(SUPERIOR ROOM 二人一室或 FAMILY ROOM 家庭四人一棟)或同級

第 2 天 AVANI 黃金棕櫚渡假村(沙灘足球、沙灘排球、水上健身、腳踏車、撐船、獨木舟、各類風帆)
微風早晨盡情享用飯店的自助式早餐後，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準備今天所安排的各類活動。所有的活動項目將由飯店的專
員及導遊帶領。
【沙灘排球】：三五好友一起體驗陽光沙灘下的樂趣。
【沙灘足球】：好友一起共享娛樂的時間。
【水上健身】：專人耐心指導於水上的新體驗。
【腳 踏 車】：微風伴随下的休閒與運動的结合。
【撑 船】：海與天與您的结合。
【獨 木 舟】： 完全享受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新體驗。
【各類風帆】： 專人指導如何操作各式各樣的風帆。
【風箏】 ：馬來人傳統民間遊戲，看誰的風箏飛得高。
【晚間表演】：放鬆心情，與三五好友一起觀賞表演，舉杯共飲(週二無表演)
註 1: 渡假村包含：可樂、汽水、果汁無限暢飲；酒類飲料需自費。
註 2：渡假村內活動包含晚間娛樂節目，時間為 2100~2245，每週二無表演；但不含酒店內 SPA。
註 3.若因天氣不良因素，造成黃金棕櫚樹海上渡假村部份活動無法進行使用，敬請見諒。
註 4.渡假村內活動基於安全起見部分活動 12 歲以下孩童不能使用恕不退費。
【食】早餐：酒店自助式早餐午餐：飯店自助餐(含飲料暢飲)晚餐：飯店自助餐(含飲料暢飲)
【住】AVANI 黃金棕櫚海上渡假村酒店(SUPERIOR ROOM 二人一室或 FAMILY ROOM 家庭四人一棟)或同級

第 3 天 渡假村～吉隆坡～黑風洞(贈燕窩每人一碗)～國家皇宮(外觀)～吉隆坡市區觀光～城市規劃展
覽館～特產巡禮(巧克力+土產)～雙子星塔花園廣場～獨特北印度料理自助餐+飲料 1 杯
早餐後，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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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巨大的鐘乳石岩洞，
自百年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一直是吉隆坡郊區最吸引遊客的觀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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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個四面雕著印度神話壁畫的
小型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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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另您目瞪口
呆。
隨後接著安排市區觀光:
★國家皇宮(外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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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億令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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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元首宮邸，
僅能在外面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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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濱公園是吉隆坡最受歡迎的公園，充分展示了由人類和大自然共
同創造的和諧、優美和幽靜的境界，1888 年代建成，圍繞兩個湖而建，是市內的綠洲，園內花團錦簇、綠意盎然，還設有
雕刻藝術廊、創意主題公園和雨林聳立的勝景，漫步其中，自然心曠神怡。其中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
念碑是為紀念為國犧牲的馬來西亞保安部隊員而建的。
★城市規劃展覽館：記載吉隆坡的發展故事、展示獲頒大馬紀錄大全最大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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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可自費 DIY 製作一本屬於您的木片手作日記本，將您旅行的點點滴滴全部紀錄在
裡面，滿載美好的旅行回憶。
★參觀土產店，您可購買到如豆蔻膏、芒果糖及名聞中外的肉骨茶及補身良藥冬加阿里等各種土產回國餽贈親友。
★巧克力專賣店，前往巧克力工廠了解可可的製照過程了解可可的好處多多，在此您可以購買回去贈送給親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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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印度料理飲食的特色貴在烹調，以薑黃粉為基底，混合不同的香料做調味，咖哩、印度甩餅和優格是主食。咖哩相傳是
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咖哩村(Curry)山上修道時，果腹的木根、草食、辛料，印度咖哩於是傳遍印度，南亞。北印度菜正宗的
咖哩最大的特色是香辣而不嗆，靈活運用香料的搭配，辛香料會有黑胡椒、肉桂、小荳蔻、丁香、小茴香、馬芹、薑及胡
荽子等，由於這些都是天然的香料，所以吃了對身體很有幫助，加速血液的循環。
北印度料理特色，以烤餅麵食為主，優格是必備食材，通常吃法會用大黃瓜、番茄、印度薄餅，蘸上優格吃，或者薄荷
醬，但最好吃的方式是只有優格最佳；相較於北部的麵食，南部則以米食為主。
【食】早餐：酒店自助式早餐午餐：創發亞三魚頭燒雞風味餐晚餐：北印度料理自助餐+飲料 1 杯
【住】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或蘇邦帝盛君豪酒店 Dorsett Grand Subang Hotel 或吉隆坡伊斯廷酒店
Eastin Hotel Kuala Lumpur 或同級

第 4 天 吉隆坡～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中央市場、馬來傳統露天市集～閒情下午茶(太空麵包+咖啡
或茶每人一杯)～白咖啡巡禮～吉隆坡美食購物中心(巴比倫購物商場、千禧星光大道) ～亞羅街夜市(自
費品嚐道地小吃燒雞翅、沙嗲、魔鬼魚)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1885 年成立，超過一個世紀后，已輾轉成為世界最大規模的錫蠟公司，它所生產的錫蠟精品，
琳瑯滿目，行銷全球 26 個國家，並履獲國際設計獎項，1979 年，雪蘭莪蘇丹御賜《皇家》之名。蘇丹也堅持他所購買的
每一件錫蠟制品，必須刻有以下文字：獲雪蘭莪蘇丹殿下御許，2001 年英國愛德華王子殿下到馬來西亞訪問時，也特地安
排參觀皇家雪蘭莪。2003 年當代錫蠟館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得以在此展開錫蠟印象之旅，了解世界各地的錫蠟發展
歷程，以及見證馬來西亞採錫活動歷史。訪客在此也可以購買到精美的錫蠟產品。

★中央市場：吉隆坡市區最大有規模的手工藝品集散地，藝術坊改建自西元 1888 年，擁有上百歷史，由馬來西亞華人葉一
手打造而成的舊巴剎，在這裡可以看到新融合痕跡有華人街、馬來印度街。
★馬來傳統露天市集：有小的推車攤商販售食品、紀念品等，場外市的食品有馬來、印度華人特色小吃等，中央藝術坊外
圍還有大量的油畫與人像藝術畫坊。
★太空麵包閒情下午茶：一切開就一陣驚呼!!香甜的牛油香氣!!口感相當濃郁綿密，滑潤又清爽，一點都不突兀!，搭配濃郁
海南風味白咖啡，加上淡奶、甜奶一起享用，喝起來不苦、微甘、微甜，口感滑順且奶香濃郁。美味的下午茶套餐絕對讓
你很滿足。※如遇太空麵包下午茶休館改以 Old Town 下午茶替代
★咖啡專賣店：品嚐並購買一些當地白咖啡贈送給親多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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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到新開幕的巴比倫
購物商場或漫步星光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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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尚玩家也推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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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酒店早餐午餐：肉骨茶風味中式合菜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或蘇邦帝盛君豪酒店 Dorsett Grand Subang Hotel 或吉隆坡伊斯廷酒店
Eastin Hotel Kuala Lumpur 或同級

第 5 天 吉隆坡～粉紅清真寺～太子城～千禧紀念碑～機場／桃園
早餐後，專車前往首相府布達拉再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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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次南國馬來西亞快樂之旅。
使用航班：
回程參考航班 : 長榮航空 BR228 吉隆坡國際機場 KUL/TPE 台北桃園 1520-2010
回程參考航班 : 中華航空 CI722 吉隆坡國際機場 KUL/TPE 台北桃園 1440-1920
【食】早餐：酒店自助式早餐午餐：隆盛東坡肉中式合菜晚餐：機上套餐
【住】SWEE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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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設計型式為 10 人以上成行，16 人以上另加派領隊，領隊及導遊小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00 元另計。 最高團體
人數 為 40 人（含）。
◎報名後，服務人員將與您連繫暫先簽署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契約並以 16 人列為組團人數，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如未
達 16
人時，本公司將擇時通知解除國外(團體)旅遊契約，但解約時，在不派領隊前提下，同意出發人數仍達 10 人(含)以上時，
本
公司將更換簽署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但國外仍有『司機及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旅遊導覽服務。
◎未派領隊時，當地『司機及導遊』小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00 元另計。
◎如本行程出發條件，無法符合需求，為保障您之權益，建議可另選購航空公司自由行或其它相關旅遊行程，謝謝!
▲飯店安排均以兩人一室為主，若單人報名無法湊成兩人一室，需依所訂的飯店補單人房間價差。
▲自 2015 年 9 月 15 號開始,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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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同值貨幣的財
力證明(含信用卡)包含老人＆小孩,現場海關會查,查到沒有到規定的貨幣,將會被拒絕入境=原機遣返,請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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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5 年 9 月 15 日起，台灣護照(效期至少六個月以上)，進出馬來西亞觀光免簽證可停留 30 天。
▲孕婦懷孕滿 6 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本行程需團去團回，不得更改回程。
▲此行程為本國人報價,若持外國護照,請加收 NT1300。
▲若行程中要脫隊，請簽切結書及補費用 NT1300。
▲此團為特殊行程，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
年長或行動不便之貴賓，建議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則需斟酌旅客健康狀況。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特別提醒：
(1)一位大人帶一位 小朋友參團～小朋友必須為佔床。
(2)兒童定義為滿 2 歲未滿 12 歲之小朋友 ... 兒童不佔床(每房只限 1 位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