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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B 團.2020/3/25-3/29「新馬雙享樂翻天 5 日遊」會後旅遊 

報名須知 
【報名截止日期：2019.12.31】 

一、 旅遊日期： 2020年 3月 25日(星期三)至 3月 29日(星期日) 

二、 團費： 

三、 請於報名同時，按旅遊報名表所列金額以刷卡【VISA、MASTER、JCB、AE】或匯款方式支付

旅費。海旅將於報名截止後 10 天以 E-mail 通知該行程是否成團。若報名者在團體確認成團

而於 2020/1/10 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0 年 1 月 21 日以後取消者不予退費。 

四、 團費包含項目： 

1. 當地司機及中文導遊服務小費。 

2. 全程列表住宿、餐食、景點門票、每日礦泉水。 

3. 旅遊期間保險 NT$200萬履約責任險+NT$20萬醫療險。 

**溫馨提醒: 

依據台灣交通部觀光局規定我們將為所有參團人員投保 200萬的意外死亡和 20萬的意外

醫療。其理賠範圍僅限於台灣出發的客人，若您是從境外出發前往旅遊地會合者，建議您

於僑居國自行購買旅遊平安險。 

五、 團費不包含: 

1. 國際段機票。 

(如須代訂者，請與海旅 Caren 吳 聯繫 +886-33224458分機 31) 

2. 新辦護照 NT$ 1,650。 

(請準備身份證正本、半年內白底彩色 2吋大頭照 2張) 

3. 國外出發者之保險，建議直接於僑居國購買旅遊平安險。 

4. 私人消費、酒水費。 

六、 如採用匯款(匯款完成請傳真或 email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 

銀行代號：004，匯款帳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七、 旅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Caren 吳/電話 :886-2-3322-4458#31/E-mail:caren@otcta.tw 

      傳真:886-2-3322-2258  

每人團費 說       明 

NT$19,900 

1. 提供此次行程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以便辦理機票和保險使用。 

2. 該價格僅限使用台灣護照。 

3. 團費不含前往該地的國際機票，如有需要訂位/購票服務請洽海

旅吳小姐(Caren) caren@otct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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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B 團.2020/3/25-3/29「新馬雙享樂翻天 5 日遊」會後旅遊 

報名表 

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眷屬中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僑居地  通訊地址  

行程及報價內容 每人價格 特殊餐食 床型 

新馬雙享樂翻天 5 日遊 

含住宿、門票、提及之餐飲、團體

保險、司機導遊小費。 
雙人房NT$ 19,900 

不吃□牛 □豬 □羊 

 □素食         

 □其他_______ 

  □一大床 

  □兩小床 

報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16 位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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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月     年；卡片背面後 3 碼或 AE 正面 4 碼：□□□□ 

刷卡金額：NT$              x       位=NT$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備註： 

1. 請一併提供出國時欲使用的護照影本，並確認有收到旅行社回覆方完成報名。 

2. 配合各位貴賓從僑居國前往新加坡開會，故行程及團費中無包含國際機票，團體於新加坡開始結

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建議大家直接預定從吉隆坡機場返回僑居國的航班。 

3. 若全程單人住宿，須補單人房差 NT$6,700。 

4. 團體將在報名截止後 10天(2020/1/10)以 E-mail通知是否成團，方過卡團費。 

5. 團體確定成團後於 2020年 1月 10日之後取消者，將酌收團費 30%；2020年 1月 21日以後

取消者不予退費，請見諒。 

6. 持卡人同意以上述信用卡之消費金額作為海外台商旅行社辦理之「新馬雙享樂翻天 5 日遊」費用

付款之保證。 

7. 如採用匯款(匯款單請傳真或 E-mail通知)，請匯至：台灣銀行城中分行(銀行代號 004)，匯款帳

號：045-001-003-726，戶名：海外台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 11/13 
★主辦單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承辦單位：海外台商旅行社    
★旅遊報名表發送及聯繫窗口 -海外台商旅行社  
  Caren 吳 /電話 :886-2-3322-4458#31/E-mail :caren@otcta.tw 
    傳真 :886-2-3322-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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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雙享樂翻天 5 日遊 
2020/3/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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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航班  

*為配合各位貴賓從僑居國前往新加坡開會，行程及團費中無包含國際機票。團體行程於新加坡開始，於馬

來西亞吉隆坡機場結束，故最後一日（29號）時請您請預訂 14:40後於吉隆坡起飛離境的航班返回僑居國。 

日期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班機 
出 發 

時 間 

抵 達 

時 間 
飛行時間 

3/21(六) 桃園 新加坡 
中華航空 

CI-753 
08:20 13:50 4時 45分 

3/29(日) 吉隆坡 桃園 
中華航空 

CI-722 
14:40 19:30 4時 50分 

行程簡表 

天數 日期 行程地點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 

1 
03/25 

(三) 

會議飯店→植物園(含蘭花園)→甘榜

格南  Kampong Glam(阿拉伯香水

街、哈芝巷 Haji Lane、蘇丹回教堂)

→河川生態園區→新山 

敬請 

自理 
海南雞飯 

當地 

特色餐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JB或同級 

2 
03/26 

(四) 

新山→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紅

屋、鐘樓、葡萄牙廣場、聖芳濟教堂、

古城堡)→花花三輪車→雞場街散步→

馬六甲海上清真寺→馬六甲運河遊船 

酒店內 
酒店 

自助餐 

娘惹 

風味餐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Melaka

或同級 

3 
03/27 

(五) 

馬六甲→黑風洞&彩虹階梯→吉隆坡

市區觀光～獨立廣場、高等法院、城市

規劃展覽館→下午茶(咖啡麵包+拉茶)

→雙子星花園廣場→星光大道&巴比

倫購物中心 

酒店內 
粵式 

風味餐 

肉骨茶 

風味餐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KL 

或同級 

4 
03/28 

(六) 

布城～粉紅清真寺、布城湖、首相署、

首相府廣場→吉隆坡市區觀光～國家

皇宮、國家英雄紀念碑、百年火車站→

咖啡山森林保護公園(KL Forest Eco 

Park)+森林吊橋→亞羅街夜市 

酒店內 
中式 

合菜 

中式 

合菜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KL 

或同級 

5 
03/29 

(日) 
前往吉隆坡機場 酒店內 敬請自理 機上簡餐 僑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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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 1 天 3/25(三) 
會議飯店→植物園(含蘭花園)→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阿拉伯

香水街、哈芝巷 Haji Lane、蘇丹回教堂)→河川生態園區→新山 

歡迎各位貴賓參加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所主辦的會後旅遊，今天

早上在會議飯店集合出發，我們精彩的旅遊就此展開！  

【植物園】 

始建於 1822年的新加坡植物園，鄰近新加坡市中心，占地 64公

頃，種植著眾多珍貴品種，是新加坡的一個縮影。這裡種有雞蛋花、

玫瑰、蕨類植物、沙漠植物等，也包括了許多瀕臨滅絕的品種，體

現了新加坡植物園的專業性和多樣化，當地人喜歡在園內散步、野

餐、跑步, 甚至拍攝婚紗照。園中的另一大亮點是國立蘭花園

(National Orchid Garden)，這裡的蘭花有 1000多個品種、混合品種達到兩千多種，其中包括新加坡國花卓

錦萬代蘭。喜歡大自然和植物的您千萬別錯過！ 

【甘榜格南 Kampong Glam】阿拉伯香水街、哈芝街 Haji Lane、蘇丹回教堂 

甘榜格南過去是馬來族皇室的活動中心。今天，昔日蘇丹的宮殿已

被改造成一個馬來傳統文化館，展示新加坡馬來族群的豐富歷史。

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濃厚的中東印度異國氣息喔！ 

阿拉伯街是優質絲綢、蠟染、飾帶及透明硬紗等特色布材的集中

地，也出售馬來服裝、地毯、古董、手工竹籐家飾品、馬來傳統

Congkak跳棋等。 

哈芝巷（Haji Lane）是一條時尚新潮的小巷子，擁有 20多家本地

設計師品牌、新興時尚精品店和稀奇小店，這裡販賣的小東西別具詩意，深受潮人、藝術學生和追求創意的年

輕一族喜愛。 

蘇丹回教堂是新加坡最古老的清真寺，為甘榜格南的著名地標，擁有美麗的金色圓頂，猶如置身在阿拉丁神丁

電影內的場景中。 

【河川生態園區】河川生態園為新加坡四大動物園之一，是亞洲首座以河流生態為主的主題公園，跟新加坡其他

動物園一樣，為開放式設計。根據世界上八大淡水水域——北美密西西比河、非洲剛果河、埃及尼羅河、印度恆

河、溪洲穆理河、東南亞湄公河、中國揚子江、南美洲亞馬遜河，設計有 8個探險區域，您可以近距離一窺不同

水域中生物與生活型態，在密西西比河與可愛的河狸打聲招呼，經過趴伏恆河，觀賞食魚鱷時膽戰心驚，還有總

共 6000種淡水生物，等著您去發現！還有千萬不可錯過世界上最長的人造河流，河川生態園遊船讓您享受園區，

仔細傾聽大自然中的交響樂；還有亞馬遜河探索之旅揭開熱帶雨林的神秘面紗。最後別忘了去大熊貓竹林，觀賞

來自中國的兩隻大熊貓，凱凱和嘉嘉的可愛模樣，還有世界罕有的小熊貓也在館內等著您唷！ 

 

餐 食：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海南雞飯  (晚餐)當地特色餐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JB或同級 

 

第 2 天 3/26(四) 

新山→馬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紅屋、鐘樓、葡萄牙廣

場、聖芳濟教堂、古城堡 )→花花三輪車→雞場街散步→馬六

甲海上清真寺→馬六甲運河遊船  

馬六甲 

這座歷史城是馬來西亞早期的一個重要貿易港口，曾經吸引來自中東、中國及印度的貿易商來此進行貿易活動。

馬六甲是由一名流亡的王子名叫 Parameswara，他流亡到此避難，棲身在一座小漁村內，他後來在當地建立了

一座城市，並且以一種叫馬六甲（Melaka）樹名來為這座城市命名，這就是馬六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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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荷蘭紅屋 Stadthuys 

位於荷蘭廣場的中心，開始修建於 1650 年，這裡據說原為教堂，後改為市政府，現在是馬六甲博物館，藏有

馬來、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歷史文物。 

鐘樓 Melaka Clock Tower 

三層式搭配白色的百葉窗建築，四面牆上都有時鐘，過去是為市民提供報時服務的布穀鳥，最上面都還保留著

當年的擴音器。 

葡萄牙廣場 Portugese Square 

馬六甲最知名的去處就是荷蘭廣場。荷蘭的建築物多以紅色為主色，因此廣場這一整塊區域多為紅色、橙紅色

建築，其中最有名的是荷蘭古屋，據說建於 1650 年，是荷蘭人在

遠東地區現存最古老的建築物，早期是荷蘭人的民宅、辦公廳，現

改為馬六甲博物館。 

聖方濟教堂 

這座白色的教堂座落於馬六甲市區，頂部為哥特式尖塔，是一座紀

念“東方傳道者”聖方濟的教堂。如果仔細看，聖方濟教堂有一點

點歪斜，據說是二戰時期日本人在附近投下一枚炸彈，沒有炸到教

堂，但是教堂卻被震歪了一點，但至今還是很穩固的屹立著。 

古城堡 

從聖保羅教堂處走下階梯，山腳下就是 A ' FAMOSA ，或者其僅剩的聖地牙哥城堡。 A ' FAMOSA 是由葡萄

牙將領 ALFONSO D ' ALBUQUERQUE 於 1511 年興建的。 

整座城堡後來幾乎被荷蘭人毀滅殆盡，只剩山丘上一小部分的要

塞，由此可以俯望馬六甲市、舊港口及馬六甲海峽。 A ' FAMOSA 

原本安置了許多大炮，可惜荷蘭人於 1641 年接管後，就慘遭破壞。 

1670 年時，荷蘭人嘗試修補其中的幾座要塞，於此同時，他們亦

在此安置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器。 

 

【花花三輪車】有搭過三輪車，但是您絕對沒有體驗過馬六甲的花

花三輪車，每台車上都會有花及玩偶擺飾，行進中還會撥放音樂呢！非常炫目。 

 

【雞場街散步】馬六甲唐人街位於馬六甲河的西邊，這是一個多姿

多彩值得一遊的好地方。在狹窄的街道上，您將會找到許多舊式商

店、廟宇及回教堂等。住宅區和商業區混合在一起，這裏還保留著

古時候馬六甲的一些原貌。HANG JEBAT 路，之前稱為 JONKERS 

街，是全世界古文物收藏愛好者都知道的一條街。這裏有許多售賣

古文物的商店，有些古董可以追溯到 300 年前的歷史。有些商店

還收藏有別致的東方紀念物品，如：雕刻品、石塊、鐵器及瓷器等。 

 

【海上清真寺】位於馬六甲人造島（Pulau Melaka）上的「水上清

真寺 Masjid Selat Melaka」，是馬六甲的一座知名清真寺，它看起來就像是漂浮在海上，所以才有此名的由來，

而下方的海水便是馬六甲海峽。若是遇到漲潮，遠看就像海上浮動的建築，十分夢幻又壯觀！ 

清真寺可自由進入，但務必遵守當地的規定。入內必須先將鞋子脫在外面，旁邊有鞋櫃可以擺放，男生跟女生

的入口處是不同的，女生在左側、男生則在右側，裡面有洗腳區與洗手間。 

清真寺有嚴格的服儀規定，男性：不可穿短褲、無袖上衣，女性：需把身體包起來，有些清真寺還會要求綁頭

巾，裡面有免費的長袍可以更換，還有頭巾也記得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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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運河遊船Melaka Cruise River<約 30分鐘>】 

遊船的一大賣點是馬六甲河沿岸的建築，充滿繽紛的壁畫及塗鴉每棟房子彩繪的風格不盡相同，一邊乘著船一

邊欣賞沿途河景十分愜意。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酒店自助餐  (晚餐) 娘惹風味餐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Melaka或同級 

 

第 3 天 3/27(五) 

馬六甲→黑風洞&彩虹階梯→吉隆坡市區觀光～獨立廣場、

高等法院、城市規劃展覽館→咖啡麵包+拉茶下午茶→雙子

星花園廣場→星光大道&巴比倫購物中心  

【黑風洞&彩虹階梯】這裡是個擁有一系列洞穴與寺廟的石灰岩山丘，黑風洞為印度外著名的印度教聖地之一，

祭拜室建陀，並且是馬來西亞大寶森節慶典的重鎮。近期黑風洞 272級階梯煥然一新，莊嚴的世界級宗教聖地

揮灑出繽紛活力的新氣息！ 

 

～吉隆坡市區觀光～ 

【獨立廣場Merdeka Square】 1957年 8月 31日的午夜，英國國旗在這個具歷史性意義的地方，最後一次

被徐徐降下。獨立廣場，位於皇家雪蘭莪俱樂部旁的一片草坪，每一年的 8 月 31 日，馬來西亞公民皆會齊聚

在此，共同慶祝國家的獨立。這裡的前身是雪蘭莪俱樂部操場，一向來是作為板球賽、鉤球賽及橄欖球賽的賽

場。在獨立廣場的南端，有一個全世界最高的旗竿，上面飄著國旗，其基地則是一座小型花園。 

【高等法院 Portugese Square】又稱蘇丹亞都沙大廈。蘇丹亞都沙大廈是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所在地，是吉

隆坡的標誌性建築。1897年建成，曾經是殖民者的總部。樓的中央有一個 40米高的鐘樓，鐘樓的造型類似英

國的「大本鐘」，被稱為馬來西亞大本鐘，但在鐘樓的頂部加上一個金色的半球形圓頂。 

【城市規劃展覽館 Kuala Lumpur City Gallery】吉隆坡城市畫廊位於

獨立廣場大旗桿後方，由原來的吉隆坡紀念圖書館改造而成。這座建於

1899 年的英殖民建築過去是英政府的印務局，如今門口矗立著巨大的

「我愛吉隆坡」（I LOVE KL）裝置藝術，形成歷史建築與現代藝術強烈

對比的特色！ 

在這座藝術城裡，便記載了吉隆坡的發展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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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星花園廣場 Petronas Twin Towers】雙子星塔也稱為國油雙峰塔，聳立在吉

隆坡最繁華的心臟地帶，是遊客必訪的吉隆坡著名地標。雙子星塔目前是全世界最

高的雙塔樓及世界第五高的大樓，高 452公尺、共有 88層樓、面積約 40公頃。 

 

【星光大道&巴比倫購物中心 Pavilion Kuala Lumpur】吉隆坡夜間最熱鬧，大道

上林立著大型購物商場，百貨商場聚集各國美食。 

而巴比倫購物中心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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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餐速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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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粵式風味餐  (晚餐) 肉骨茶風味餐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KL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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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3/28(六) 

布城～粉紅清真寺、布城湖、首相署、首相府廣場→吉隆坡市區觀

光～國家皇宮、國家英雄紀念碑、百年火車站→咖啡山森林保護公

園(KL Forest Eco Park)+森林吊橋→亞羅街夜市 

馬來西亞吉隆坡不遠處有一個新興景點──布城（Putrajaya），佔地面積僅 49 平方公里，卻有山有水。布城全

稱為布城聯邦直轄區，居於吉隆坡市與吉隆坡國際機場之間，不屬於馬來西亞的任何一州，是馬來西亞政府建

立的新市鎮，也是馬來西亞的行政中心。布城不僅是頗具規模的一座現代化新興城市，也因其規劃整潔有序、

綠地良多，環境清幽宜人及風景秀麗，被稱為智慧型花園城市。 

【粉紅清真寺 Putra Mosque】也被稱爲布城清真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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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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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可在外拍照留念。 

註２：清真寺遊客可進入參觀，但女性遊客需在入口右方自行借取罩袍才能進入，開放時間至下午四點。 

【首相府 Prime Minister's Office】馬來西亞首相府位於太子城廣

場前，臨近粉紅清真寺，是太子城(布城)的中心點。首相府六層樓

高，建築風格以歐式為主，融合了伊斯蘭式的圓頂。轉身向廣場對

面看，是一條寬闊筆直的大道。 

～吉隆坡市區觀光～ 

【國家皇宮 The King’s Palace】國家皇宮是馬來西亞元首的宮

殿，位於皇宮路的一座小山丘上。皇宮內種有整齊美觀的綠色梯形

草坪及常年盛開的花卉。國家皇宮亦是官方活動及重要慶典的場

所。 

【國家英雄紀念碑 National Monument】這座紀念碑建於 1966 年，是紀念為國捐軀的英雄而立的。它是由

著名設計師 FELIXDE WELDON所設計而建，他同時亦是美國華盛頓 IWOJIMA紀念碑的設計人。 這座 15.54

米高的銅製紀念碑，雕塑了 7位軍人的塑像，象徵著 7種領導的素質。 

【百年火車站】吉隆坡舊火車站是以歷史悠久的建築物而聞名，於 1910 年開當，具有相當古老歷史。摩爾式

的圓屋頂及伊斯蘭風的白石灰岩外觀，都有一種無法超越的魅力。 

【咖啡山森林保護公園+森林吊橋】馬來西亞最古老的森林保護區

之一，佔地約 11 公頃，同時也是吉隆坡市中心僅存的熱帶雨林。

森林公園內有觀鳥區、活動草場、瞭望台、跑步路線、迷你草藥園

等。林中的古老樹木。每種植物邊上都有指示牌詳細說明相關植物

的用處，當地也有許多人周末的時候來這裡慢跑，露營，十分的和

諧。 

【亞羅街夜市 Jalan Alor】馬來西亞著名的夜市一條街，一到傍晚

整條人行道上瀰漫著咖哩及烤肉味。這裡的美食基本上是綜合華

人、馬來、印度三種飲食文化的融合，各式碳烤海鮮、南國風情的

水果攤、酸柑汁、沙嗲等等，更不容錯過黃亞華小吃店燒雞翅。 

 

 

餐 食：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海鮮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住 宿： DoubleTree By Hilton Hotel KL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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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天 3/29(日) 前往吉隆坡機場  

今日早晨愜意地享用完早餐後，隨意地逛一逛酒店內的設施，享受旅程尾聲中的悠閒時光，我們預計晚一點

Check-out，整理行囊後準備出發前往吉隆坡機場。為節省各位貴賓寶貴的時間，您可以直接從吉隆坡國際機

場返回僑居國，亦可參考我們所提供的建議航班時間去預訂您的班機。希望這幾日的旅遊帶給您精采回憶，期

待下次再相見～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簡餐 

住 宿： 僑居國  
 

備註： 

1. 以上內容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主。 

2. 觀光行程、餐食、住宿飯店如遇氣候或預約狀況不同，本公司保有變更權利，感謝您的諒解。 

3. 如離隊放棄參觀行程，恕不退費；另外若因離隊其所衍生之交通費用需自費處理。 

4. 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5. 門票已按團體優惠價核算，故年長者及孩童價差不另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