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吉隆坡大紅花海上 VILLA(入住 2 晚)

吉隆坡高塔瞭望台、麻六甲文化巡禮
3D 立體藝術館、太子城(搭熱氣球)五日遊
＊【全程無自費】 ＊(全程五星酒店)
出發日期:2019 年 03 月 12 日(星期二)-長榮航空
行程特色:
※.本團餐標午、晚餐升等餐標 50~135 馬幣，有別一般便宜團餐標午晚餐約 25-30 馬幣※

※.全程無自理餐食！
※.每天每人礦泉水無限供應！！

※.大紅花海上 VILLA 安排連續住 2 晚※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長榮航空

BR-227

桃園(TPE)/吉隆坡(KUL)

09:30/14:25

回程航班

長榮航空

BR-228

吉隆坡(KUL)/桃園(TPE)

15:25/20:05

03/12(二)第一天 台中-桃園機場／吉隆坡～波德申 3D ALIVE 立體視覺藝術館～大紅花海上
泳池 VILLA 渡假村～海上噴泉水舞秀
【3D 立體視覺藝術館】館內牆壁和地面上立體 3D 繪畫，栩栩如生，畫作主題分為 5 種，傑作、埃及、海
底生物、動物世界和現代化藝術，發揮你無限創意的想像力拍照。讓您站在平面畫前作互動，擺出各種姿
態，將自己融入畫中，即可拍出立體空間的照片，驚人的立體視覺令人贊嘆；其巧妙的利用視覺感觀上的
遠近感、燈光折射的明暗度以及 3Ｄ立體圖案，讓人產生錯覺，彷彿身入其中對藝術產生共鳴。
【HIBISCUS 大紅花海上渡假村】位於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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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中壢永和豆漿吃到飽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大紅花渡假村內用中式合菜或自助餐/馬幣 85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30 元)
住宿 :超五星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

03/13(三)第二天 度假村～馬六甲文化遺產巡禮(荷蘭紅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保羅
教堂)+三輪車遊古城(含小費)～雞場文化街～有故事咖啡館～下午享受度假村內設施
【馬六甲】歷史古城由一名流亡的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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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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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 年英國人有意將城堡摧毀，後由萊佛士插手干預，古城門得以保存至今。
★【葡萄牙廣場】建 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保羅教堂】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紀念被譽為《東方使徒的聖芳濟》。
★【搭乘坐人力三輪車】遊走穿梭於古意街道，兩旁古色古香的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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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已包含車伕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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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事咖啡館】電影《夏日的麼麼茶》的拍攝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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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大好運中式合菜/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25 元)
晚餐 :珍珠中式合菜/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30 元)
住宿 :超五星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渡假村

03/14(四)第三天 度假村～吉隆坡高塔(高塔瞭望台+水族館)～Sunway Putra Hotel 飯店
內開會員代表大會
【吉隆坡高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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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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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way Putra Hotel 飯店內開會員代表大會及晚宴】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25 元)
晚餐 :酒店內中式合菜(開會員代表大會)/馬幣 135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30 元)
住宿：五星吉隆坡 Sunway Putra Hotel

03/15(五)第四天 吉隆坡～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吉隆坡市區觀光(獨立紀念廣場、國
家英雄紀念碑、蘇丹國家皇宮、國會大廈】～土產巡禮(巧克力工坊)～雙子星花園廣場(星
光大道)～亞羅街夜市
【皇家雪蘭莪錫蠟博物館】1885 年成立超過一個世紀，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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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屢獲國際設計獎項，1979 年，雪蘭莪蘇丹御賜《皇家》之名。
博物館內陳列金氏世界紀錄全球最大的錫製啤酒杯可容納 2,796 公升啤酒，以及共用了 7,062 個錫杯砌成
的吉隆坡雙子塔，有兩層樓高都是當代錫鑞館裡的鎮館之寶。安排專業人員解說，。
【土產店】您可購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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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紀念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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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對抗共產黨叛亂而為國犧牲的馬來西亞保安部
隊員而建的。
【蘇丹國家皇宮】它位於中央車站南方的皇宮，是馬來西亞現任最高元首的居住宮殿。高等法院曾經是殖
民者的總部，成龍所拍攝的警察故事也曾在此取景。
【國會大廈】位於湖濱公園一角可眺望湖的全景。建於 1962 年，在 18 層國會大廈內包括了會議廳、圖書
館、各類辦公廳、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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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大道】吉隆坡夜間最熱鬧最新落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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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星球餐廳、星咖啡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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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ROCK 咖啡廳及許多露天開放式 PUB，
絕佳氣氛讓人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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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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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25 元)
晚餐：中式合菜/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外面團體都安排自理餐食)
住宿：五星吉隆坡 Sunway Putra Hotel

03/16(六)第五天 吉隆坡～粉紅清真寺～太子城(搭熱氣球)～熱氣球主題樂園～千禧紀
念碑／桃園機場-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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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城市太子城】此地是馬國政府不花一毛錢所建造的未來馬國行政中心，佔地 264 平方公哩，更難得
的是此地是全馬第一個使用再生水概念系統的城市。首相府布達拉再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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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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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氣球主題樂園 skyrides】位於 Putrajaya 湖畔旁邊的大氣球，可是斥資了 RM3000 萬打造的氦氣球，
它榮獲了馬來西亞全馬首個最大型的空中氣球，怕高的朋友也可以嘗試乘坐哦！熱氣球會以每分鐘 30m 的
時速緩緩上升到 120m，但是卻非常穩定安全。因為氣球中間有從英國引進的鋼絲繩索技術，下方也有一個
穩定的繩索牽著，空中氣球一次最多可容納 30 人，乘客可以自由在氣球上走動，360 度欣賞布城景色。你
可以在 120 米的高空眺望 Putrajaya 的美景，俯看宏願大橋，財政部、國家清真寺等標誌性建築物，而腳
下不時有船艇劃過湖面，風景很漂亮哦！而且白天和黑夜的景色不同！日落後欣賞布城美景特別浪漫。
Skyrides 主題公園包含其他主題區包括，手工藝品區、兒童區、郵輪、舞臺區、藝術區和食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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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隆盛餐廳/馬幣 50 元(本團升等餐標；一般團餐標/馬幣 25 元)
晚餐 :機上套餐+新竹炒米粉+貢丸湯
住宿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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