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飯店介紹

柔佛新山珍珠飯店
Mutiara Hotel Johor BahruMutiara Hotel Johor Bahru

•吉隆坡福朋喜來登酒店
• FOUR POINT BY SHERATON PUCHONG



柔佛新山珍珠飯店 Mutiara Hotel Johor Bahru
想要盡情體驗新山的精彩，柔佛新山珍珠飯店絕對是您的最佳旅伴。 距離
市區繁華地段僅有1Km的路程，這間4星級飯店的位置非常優越，方便出遊。
坐擁良好的自然環境，比鄰假日廣場, Specialist Women醫院 Sdn Bhd, 
Century醫學中心等景點，這些條件使得這家住宿別具特色。





吉隆坡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 BY SHERATON PUCHONG

當您來訪吉隆坡時，蒲種福朋喜來登飯店所提供的優質服務與高品質住宿將
帶給您賓至如歸的享受。 這間住宿離市中心僅隔20.2 km，方便旅客外出。
住宿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便快捷。





參考航班





第一天

臺北–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魚尾獅公園(視時間而定)

～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旗艦店) -新山

早餐：機上套餐

午餐：海南雞飯 （新加坡)

晚餐：新香港中式合菜

住宿 : MUTIRA JB / KSL / HOLIDAY INN (新山)或同級



第二天

 新山-耶穌聖心主教座堂 -聖方濟各教堂參觀--麻
六甲市區觀光(維多利亞噴泉、荷蘭紅屋區、荷蘭廣
場、聖地亞哥城門)- 麻六甲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娘惹風味餐

住宿：馬六甲入住RAMADA 或 SWISS GARDEN 或

THE PINES 或 同級



第三天

麻六甲--波德申(水上活動)-吉隆坡-粉紅清真寺-未來太
子城-千禧記念碑-吉隆坡-食尚推薦亞羅街夜市

早餐：飯店內享用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FOUR POINT / VIVATEL / VIVATEL(吉隆坡)或同級



第四天
吉隆坡 -黑風洞(每人燕窩一碗) –玫瑰堂教堂 彌
撒--吉隆坡城市遊 (國家皇宮、國家紀念碑、獨立
廣場、蘇丹阿都沙末大廈-視時間彈性調整)–吉隆
坡-欣賞馬來西亞民族文化表演及享用晚餐-拍雙子
星(KLCC)夜景星(KLCC)夜景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馬來風俗晚餐

住宿：FOUR POINT / VIVATEL / VIVATEL (吉隆坡)

或 同級



第五天

吉隆坡-土產伴手禮–午餐 - 機場／桃園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隆盛中式合菜

晚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宿：溫暖的家





DAY 1臺北–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魚尾獅公園(視時
間而定)～濱海灣金沙娛樂城(螺旋橋+LV旗艦店) -新山
帶著輕鬆愉快的渡假心情，集合於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客機飛
往「新加坡」，抵達後若時間允許則驅車前往ONE FULLERTON魚尾獅像的
新家，魚尾獅面貌8.6公尺高、70噸重的魚尾獅於浮爾頓旁的河畔新地點，
靜靜的注視著往來的人潮，彷若歡迎遊人的到訪。



DAY 2新山-耶穌聖心主教座堂 -聖方濟各教堂參觀--麻
六甲市區觀光(維多利亞噴泉、荷蘭紅屋區、荷蘭廣場、
聖地亞哥城門)-麻六甲
早餐後，專車前往穌聖心主教座堂

耶穌聖心大教堂是馬六甲主教區的母親教堂，是主教主
席所在的地方。大教堂於1982年竣工，二月十九日由主
教詹姆斯·陳（現在被譽為主教嘉賓陳·陳）主持，在使教詹姆斯·陳（現在被譽為主教嘉賓陳·陳）主持，在使
館代表大主教雷納托·馬蒂諾和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文萊
主教會議的陪同下正式上演。目前，馬六甲主教區的主
教是他的主權，伯納德·保羅主教。

目前，它擁有大約800名教區居民的座位數，相當於參加
大教堂的3500名教區居民。大教堂位於馬來西亞第二大
城市新山的中心，位於Taman Sri Tebrau。



耶穌聖心主教座堂



麻六甲

麻六甲，簡稱甲州，是馬來西亞的㇐個州，在馬來半島
南部，瀕臨麻六甲海峽，首府麻六甲市，有古城之稱。
麻六甲州面積1,650平方公里，人口約73萬。先後受到麻六甲州面積1,650平方公里，人口約73萬。先後受到
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的殖民統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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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麻六甲紅屋廣場
此配套帶您來㇐趟“古跡知性之旅”。
維多利亞皇后噴泉，位於麻六甲紅屋
廣場中，是英國殖民統治者的象徵。
建於1901年。荷蘭總督官邸（給予拍
照）
荷蘭紅屋是荷蘭殖民時期所遺留在麻荷蘭紅屋是荷蘭殖民時期所遺留在麻
六甲的紅色建築物，建於1650年，是
東南亞最古老的荷蘭建築。這裡曾是
18世紀時荷蘭總督官邸和行政中心，
後來易主為英國人的行政中心。
聖保羅山和聖保羅教堂，是馬來西亞
麻六甲的㇐座古老教堂，最初建於
1521年。它位於聖保羅山之巔。



由葡萄牙人於1511年所建造
的城堡遺跡。後來荷蘭人攻
陷這座城堡久攻不破，聽說
是此城堡太過堅固，經過⾧

聖地牙哥城門
（法摩沙堡）

是此城堡太過堅固，經過⾧
達三個月的炮火，最後才將
城堡毀掉，之後於1808年重
新修建，統治麻六甲的英國
人有意將城堡摧毀，後來萊
佛士干預，古城門得以保存
至今，如今只剩古城門而已。



DAY 3麻六甲--波德申(水上活動)-吉隆坡-粉紅清真寺-
未來太子城-千禧記念碑-吉隆坡-食尚推薦亞羅街夜市

波德申海灘，是馬來半島其中㇐個最
漂亮的海灘。全⾧ 18 公里的海灘上，
到處可見木麻黃樹，同時有好幾處可
供游泳的地方。
波德申是㇐個渡假勝地，這裡提供各波德申是㇐個渡假勝地，這裡提供各
類住宿設施，從舒適昂貴的飯店到寬
大的渡假屋及公寓單位等，任君選擇。
此外，在鎮上及海邊的沿路上還有特
別經濟的旅舍出租。整個海灘地區及
鎮上到處餐館及小食當林立。波德申
有⾧達18公里的沙灘海岸而成為了頗
有特色的海灘度假勝地。



粉紅清真寺
也被稱爲普特清真寺（MASJIDPUT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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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同時容納㇐萬兩千人在此做禮拜。註：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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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4 吉隆坡 -黑風洞(每人燕窩㇐碗) –玫瑰堂教堂 彌撒--吉隆坡
城市遊 (國家皇宮、國家紀念碑、獨立廣場、蘇丹阿都沙末大廈-
視時間彈性調整)–吉隆坡-欣賞馬來西亞民族文化表演及享用晚餐-
拍雙子星(KLCC)夜景

黑風洞
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險刺激，
感受㇐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禮。它
是㇐個巨大的鐘乳石岩洞，自百年
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直是前被西方探險家發現後，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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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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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四面雕著印度神話壁畫的小型博物
館，洞內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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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令您
目瞪口呆。



玫瑰堂教堂

準備好自己的心靈前往【玫瑰堂】參加當地彌撒，聖玫瑰教會成立於1883年，教
堂是服務華人社區的Terrien神父在1903年興建，1904年教堂建成並於12月18日祝
聖。玫瑰堂，它有著漂亮的哥特式建築，特點是使用歐洲高窗及垂直式尖塔，由
㇐個法國埃米爾弗朗西斯神父構建。1955年大規模重新裝修，由設計師：羅伯特
佩雷拉規劃設計，除了保持現有的哥特式建築外他用石膏圓頂取代木質屋頂。





國
家
皇
宮

國家皇宮是馬來西亞最高元首的宮邸，它坐落於吉隆坡西北部的大使路
（Jalan Duta）上，耗資8億令吉興建。佔地面積96.52公頃，建築面積
28公頃，餘為綠化區。建築揉合了馬來和伊斯蘭特色，功能方面分為禮
儀區、生活區和行政區三部份。2005年籌建、2007年動工。
2011年11月15日自賽布特拉路上的原國家皇宮搬遷並由第十三任最高
元首端姑米占再納阿比丁主持啟用式，舊皇宮原址改為紀念性博物館。



國家紀念碑 國家英雄紀念碑旨在紀念在追求自由與
和平之路上犧牲的英雄，尤其是與馬來西亞共產
黨武裝鬥爭時期為國犧牲的英雄。國家英雄紀念
廣場聳立著是全球最大的銅質獨立雕刻品 - 國家
英雄紀念碑。紀念碑建於 1966 年，由著名雕刻
大師 Felix de Weldon 創作，他還創作了華盛著
名的頓硫磺島戰役紀念碑。

橢圓形的基座上矗立著七座銅質人物雕像，每個
人物分別代表㇐種品質：勇氣、領導力、犧牲、人物分別代表㇐種品質：勇氣、領導力、犧牲、
力量、苦難、團結與警惕。其中最高的人物高舉
馬來西亞國旗，矗立在七尊雕像的正中央。他的
左右兩側均有兩名全副武裝的戰士護衛；左側的
戰士手持機槍，其餘的勇士們則裝備步槍或刺刀。

東盟公園 (ASEAN Gardens) 與敦·拉薩紀念館
(Tun Razak Memorial) 毗鄰國家英雄紀念碑，其
中敦·拉薩紀念館藏有已故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
敦·拉薩·侯賽因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的各
種遺物。



獨立廣場&
蘇丹阿都沙末大廈

獨立廣場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
的蘇丹阿都沙末大廈前。
1957年8月30日午夜，英國國
旗在此降下，馬來西亞國旗首
次升起。廣場的南端有㇐個95次升起。廣場的南端有㇐個95
米高的旗杆，在世界上最高的
旗杆之㇐。
國家英雄紀念碑是㇐個大型雕
塑，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銅雕
塑位於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馬來西亞國會大廈附近。



DAY 5吉隆坡-土產伴手禮–午餐 -機場／桃園

早餐後搭車前往當地特產店選購當地特產伴手禮，午餐之後準備
搭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精彩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朝聖之
旅，敬祝您旅途愉快！

知全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人:班越芝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