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絕美奢華綠中海渡假村五日 (2 人成行)-高雄直飛

成團人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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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UAK5804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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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D7 全亞洲航空

D7375

2018/04/18
14:4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2018/04/18
19:05

吉隆坡(KUL)吉隆坡國際
機場

04:25

回

D7 全亞洲航空

D7374

2018/04/22
09:00

吉隆坡(KUL)吉隆坡國際
機場

2018/04/22
13:2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04:25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是什麼樣的島嶼在還沒去就已喜歡上她，是什麼樣的島嶼在你一觸碰就愛上了她，
是什麼樣的島嶼在將離去就開始思念她，是什麼樣的島嶼在返家後就安排再見她。
綠中海渡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座落在馬來西亞西岸 3 哩外的馬六甲海峽上，一島一飯店是其尊榮特色，但只有小部分
被發展成渡假村，也因此保留住大片兩百萬年歷史的熱帶雨林。渡假村內共有 148 間馬來式豪華別墅(Villa)及 8 間壯麗的渡
假屋(Estate)。每間別墅和渡假屋都具備優雅的設計及傢俱，同時被大自然的環境環抱著。這裡也提供各式風味美食、完善
渡假設施及備受推崇的 SPA 美療。曾獲世界最佳島嶼飯店獎、世界頂級精品飯店雜誌鄭重推薦，Pangkor Laut Resort 的
聲譽，已成為國際享樂派遊客的目標。
☞ 綠中海部分不含導遊服務；吉隆坡部分含專業導遊服務或中文司機服務
☞ 綠中海飯店內之餐食，不含飲料
☞綠中海午晚餐部份、餐食由飯店安排：
兩個早餐於 Feast Village - 自助餐 ； 兩個午餐於 Royal Bay Beach Club - 套餐 或 Chapman’s Bar at Emerald Bay - 套
餐 ； 兩個晚餐於 Uncle’s Lim Restaurant - 中式套餐 或 Feast Village - 套餐
☞ 每組客人送預付卡 RM10 (離開時須交還)
吉隆坡美食購物中心(巴比倫購物商場、千禧星光大道)
【雙子星花園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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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 SHOPPING：巧克力、咖啡。PS:如有不需要買伴手禮可選擇不去

國油雙峰塔 KLCCPetronas Twin Towers KLCC

國油雙峰塔是目前全世界最高的兩座相連建築物，共有 88 層樓高的雙峰塔距離城市地平線有 452
米。這座美輪美奐的特出建築物的建築理念是由伊斯蘭 5 大支柱思想所激發而來的。它是吉隆坡市政
中心 KLCC 範圍內，最經典的一座超現代的建築物。
雙峰塔內設有國油交響樂廳，是馬來西亞交響樂隊及國油表演藝術團例常練習及表演的場所。
雙子星花園廣場
外表像兩隻玉蜀黍由地面高聳入天的雙子星大樓，為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的辦公大樓，在 42 樓層中有一空中走廊連接兩
棟大樓。一般旅客對雙子星塔（Twin Tower）的印象，就是在電影「將計就計」中，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畫面。塔下的花
園廣場與噴水池，景色優美，是當地人休閒的好去處。在此辦公大樓下面為 KLCC 購物廣場(K.L CITY CENTER)，此為各
國高級品牌的匯集地，一般人對雙子星塔（Twin Tower）的印象，就是在其實在這幢外表豪華的建築中，匯集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名牌從 Mango、Guess，到 Prada、Gucci 到當地品牌，應有儘有讓您目不暇給，上百家的商店，美食街，保證讓
您刷卡刷到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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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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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帶著雀躍的心情搭機前往馬來西亞 Malaysia，首先抵達首都吉隆坡 Kuala Lumpur。吉隆坡素來有「城市花園」的美
譽，百年的摩爾式建築物及現代化的城市新座標，使得吉隆坡躍升為知名的國際都會。
晚間你可以自行前往吉隆坡夜間最熱鬧之【星光大道】暢遊，大道上林立著各大購物商場，這裡是吉隆坡黃金地段，百貨
商場、各國美食、星咖啡廳等等…讓你盡情享受購物樂趣，吃喝玩樂盡集於此；若是逛累了，還可以轉換一下心情，星光
大道沿街兩旁還設有露天咖啡廳及許多露天開放式 PUB，趁機犒賞自己。
十號胡同(Lot10,Hutong)：由香港美食家蔡瀾代言，擁有全馬來西亞 26 家名堂最響亮、味道最地道的街頭傳統中華美食，
容納了多家第一次從街頭走進商場的著名老字號，包括茨廠街上大名鼎鼎的金蓮記和漢記靚粥、譽為當年四大麵家之一的
頌記牛肉麵和何榮記雲吞面、巴生肉骨茶開業鼻祖之一的毛山稿等，其他進駐的食肆有聞名全馬的芙蓉燒包、淋麵屋、燒
包先生、新怡保雞飯店、金馬律薄餅、怡保芽菜雞飯等著名字號，把美食匯集在十號胡同內，帶進這五星級的街邊小吃，
讓遊客隨時隨地都可品嚐。
建議品嘗: 金蓮記炭炒福建麵、頌記牛肉麵、何榮記雲吞面、漢記靚粥、巴生肉骨茶、芙蓉燒包、淋麵屋、燒包先生、新怡
保雞飯店、金馬律薄餅、怡保芽菜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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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自費品嚐：黃亞華烤雞翅、烤魔鬼魚、黑楜椒螃蟹、烤沙嗲、金桔檸檬、大頭蝦、串燒碌碌(滷味) 、田雞粥。
【食】早餐：x 午餐：機上精緻套餐晚餐：MITSUI OUTLET PARK RM30
【住】DORSETT 或 ISTANA HOTEL 或 HOTEL STRIPES 同級

第 2 天 吉隆坡／龍目碼頭(搭船)／綠中海渡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今早享用完飯店內豐盛早餐後，我們將搭乘專車前往龍目碼頭，續搭船前往綠中海，綠中海渡假村友善的職員們將協助各
位貴賓搭乘專船航行約 40 分鐘，即到達一島一飯店的天堂渡假島嶼「綠中海渡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綠中海渡假村，除了獲頒多項獎項外，更深受首屈一指的男高音“帕華洛帝 Pavarotti”的推崇，您今日可以盡情享用渡假村
內各項設施，計有：2 個泳池、桑拿室、健身房、3 個網球場、壁球場、圖書館除了閱覽書籍雜誌外，還可使用電腦上網、
視聽室、精品店、會議室與宴會廳、SPA 美療區…..等，滿足您渡假的各項需求。
【食】早餐：飯店內用午餐：飯店內用(套餐)晚餐：飯店內用(套餐)
【住】Pangkor Laut Resort 綠中海渡假村

第 3 天 綠中海渡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這是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在陽光灑滿房間室外飄來陣陣花草香，及啾啾的鳥叫聲中自然甦醒。置身在異國，在
一個遺世獨處的小島上，感覺很特別－遠遠的逃離、徹底的沉澱……整個人變的神采飛揚。
綠中海島嶼國際渡假村這是一個神秘的小島，島上 200 萬年原始熱帶雨林，沿著分布山澗水湄的小木屋旁，走在佈滿芬多
精的森林小徑上，伴隨著蟲鳴鳥叫悅耳的歌聲，自在的尋幽探秘。島上的翡翠灣，海線優美，水清沙白，是愛好日光浴及
浮潛者的天堂。
另外您可以免費使用飯店休閒設施，如健身房、三溫暖、超音波冷溫水池、視聽圖書室，也都是不錯的選擇喔！（為了您
旅遊的安全，如有從事水上活動時請穿著救生衣）。晚餐安排於渡假村內，在清柔的樂團歌聲中用餐，餐後您可(自費)在酒
吧聽聽海浪，餟飲清涼的飲料，度過悠閒的一天。
【食】早餐：飯店內用午餐：飯店內用(套餐)晚餐：飯店內用(套餐)
【住】Pangkor Laut Resort 綠中海渡假村

第 4 天 綠中海渡假村 Pangkor Laut Resort ／龍目碼頭(搭船)／美羅(附送鴨腿麵或云吞麵＋飲料) ／
吉隆坡／巧克力／咖啡／雙子星塔花園廣場自由逛街 SHOPPING
今早享用完飯店內豐盛早餐後，依依不捨的告別這天堂之島，期待下一次的再度探訪。返回吉隆坡之後，前往巧克力及咖
啡電，也是頗受觀光客歡迎的紀念品及禮物，無論是饋贈親友或自用，皆是很好的選擇。在此可以購買著名的白咖啡也是
饋贈親友的好禮物相信你一定會滿載而歸。
PS:如無需要可選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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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用午餐：鴨腿麵或云吞麵＋飲料晚餐：方便敬請自理
【住】THE MAJESTIC HO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吉隆坡／高雄
早上安排專車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這次南國馬來西亞快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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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盒)午餐：X 晚餐：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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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注意事項: **本公司保留最後出發人數之決定權**
１．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2 人以上(含), 不派領隊。
２．此行程為本國人報價，若持外國護照，請另行報價。
綠中海為基本房型:GARDEN VILLA 如需改住 HILL VILLA 每人需加 2000
如改水上屋 SEA VILLA (只有 21 間) 每人需加 7000
如改 SPA VILLA(只有 22 間)每人需加 10000
PS: SPA VILLA 及 SEA VILLA 不接受 16 歲以下的小孩及嬰兒住宿
PS:所有綠中海渡假村房型不接受成人加床

<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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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求專業導遊服務，每日需另加收 NTD 2,000 元(小費另計 NTD 200 元每人)
☞ 綠中海部分不含導遊服務；吉隆坡部分中文司機服務
☞ 若要求專業導遊服務，每日需另加收 NTD 2,000 元(小費另計 NTD 200 元每人)
☞ 如需不合車服務，需加價每人 NT. 2000
☞ 此為 2 人出團，外站合車，華語司機服務。
☞ 全程專業導遊或中文司機服務費 NTD 800 元每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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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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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飯店內如有額外服務要求，每次給予馬幣 2 元(約 NT2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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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注意事項：
1.本行程需團去團回，不得更改回程。
2.房間以兩人一室為主; 如有單人房，請補單人房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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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與台灣無時差。
5.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電壓為 220-240 伏特。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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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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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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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旅客進出馬來西亞特別聲明及簽證相關注意事項◎自 2011 年 3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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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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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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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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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進出新加坡特別聲明及簽證相關注意事項◎
大多數外國人無需簽證便可入境新加坡，且自其到達新加坡之日起，其可獲得至多 30 天的社交訪問準證。不過，您最好諮
詢您當地的領事館，了解關于入境新加坡的最新信息。
如果您需要在新加坡逗留較長時間，那在到達新加坡時，您需要向新加坡移民與關卡局（Immigration & Checkpoints
Authority，ICA）提出申请。不过，您應該持有有效期至少為 6 個月的有效護照、去程或往返機票、前往下一目的地的去程
材料（諸如簽證或入境許可），以及（當然）可供您在新加坡逗留所需的足額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