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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爵版馬來西亞～大紅花 VILLA 二晚(升等花柱房)、直升機體驗、芳香 SPA、馬來服體

驗、圍爐晚宴 5 日 

 

第 1 天 

台北吉隆坡<車程約 50 公里>波德申～3D ALIVE 藝術館<車程約 30 公里>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 

※※※ 溫馨提示 ※※※ 

◆住宿飯店以說明會資料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旺季(如農曆過年,節慶等等)或飯店滿房則以同等級飯店

確認之或調整前後順序，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 ：溫暖的家 

 午餐 ：機上精緻套餐  晚餐 ：海鮮風味餐+每人飲料一杯 RM50 

★保證入住 大紅花海上度假村(升等 PANAROMA POOL VILLA) 

第 2 天 

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黃金海岸樂翻天(香蕉船、水上摩托車、獨木舟、牽罟網漁、馬來彈弓、原住民

噴筒吹箭、水槍大戰、蠟染繪畫)★加贈無酒精飲料一杯+30 分鐘腳踏車+WATER PARK 無限次玩+30 分鐘

獨木舟 

※※※ 溫馨提示 ※※※ 

◆沙灘活動注意事項：飯店已不提供毛巾租借，請自行攜帶毛巾，上岸休息時可使用，以免著涼。 

◆玩水上活動請務必穿著救身衣，所有水上活動限每人一次，不玩者視同放棄。 

◆加贈無酒精飲料一杯+30 分鐘腳踏車+WATER PARK 無限次玩+30 分鐘獨木舟，不玩者視同放棄，恕無

法退費。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大紅花內馬來小吃攤～發餐費 RM30 

 晚餐 ：大紅花飯店內享用自助餐或套餐 RM100 

★保證入住 大紅花海上度假村(升等 PANAROMA POOL VILLA) 

 

第 3 天 

布城(清真寺、布城湖、首相署、首相府廣場)藍天下的巡航～吉隆坡直升機體驗全身芳香 SPA 療程(60 分

鐘)五星飯店內～馬來風味下午茶雙子星花園廣場過年圍爐撈生團圓餐 

※※※ 溫馨提示 ※※※ 

◆雙子星塔因直屬馬國政府的國油公司所以無法入內參觀，只能到購物商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搭乘直昇機機艙內可使用照相機/攝影機拍攝，基於安全考慮，請勿使用閃光燈 

◆上下直升機時有可能會遇到強風，帽子、絲巾、圍巾等較容易被風吹飛的配件，請加以保管 

◆團費本身不包含兒童不佔床乘坐直升機費用 

◆大人&小孩佔床不坐直升機，最晚需於出發前三日告知，可退費;如出發後告知恕無法退費，敬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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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 

◆如遇天候因素不佳，為安全考量則無法搭乘，將改現場退費 

◆如有心臟病、懼高症或年長者，請視身體狀況自行斟酌參加直升機體驗 

◆大人&小孩不做 SPA 療程，最晚需於出發前三個工作日告知，每位可退 NTD500，如出發後告知恕無法

退費，敬請見諒！ 

◆不佔床旅客，團費本身不包含 SPA 按摩，恕不另退費。 

◆SPA 館為顧及服務品質，每梯次僅能安排 20 人，如人數超過將改分批進行，懇請見諒。 

◆請按摩完畢後，給予按摩師一個肯定，建議支付每人小費ＲＭ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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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時間，依現場為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巴西窯烤 BBQ 吃到飽 + 飲料無限暢飲 RM55 

 晚餐 ：過年圍爐撈生團圓餐 RM120 

旅館  ★保證入住 吉隆坡五星飯店 麗池卡爾頓酒店 THE RITZ-CARLTON  

 

第 4 天 

獨家體驗～著馬來西亞傳統服遊大馬城市規劃展覽館吉隆坡高塔+360 度旋轉景觀餐廳+水族館吉隆坡市區

觀光(國家皇宮、獨立廣場、高等法院、國家英雄紀念碑)中央藝術坊巴比倫購物廣場～星光大道 

※※※ 溫馨提示 ※※※ 

◆請特別注意，高塔餐廳需穿正式衣著（禁止穿拖鞋+短褲+無袖等），敬請配合。 

◆遇高塔自助餐滿位時，午餐將改安排 DOUBLE TREE 飯店內自助餐廳。 

♦馬來服尺寸女裝提供 S / M / L / XL ，男裝提供 M / L / XL ，如果現場沒有適合尺寸，會提供沙龍布一

件替代；小朋友也是提供沙龍布，請於報名付定時一併告知小孩身高，以便我們先行準備。 

◆本行程堅持品質全程無購物站安排、無自費活動推薦，遊覽車上也不會販售商品。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高塔旋轉餐廳自助餐 餐標 RM85  

晚餐 ：五星飯店內自助餐 RM130 

★保證入住 吉隆坡五星飯店 麗池卡爾頓酒店 THE RITZ-CARLTON KUALA LUMPUR 

第 5 天 

三井名牌城 Mitsui Outlet Park 吉隆坡台北 

※※※ 溫馨提示 ※※※ 餐食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發餐費 RM30 

 晚餐 ：機上精緻套餐 

 參考航班 

去程中華航空 CI721 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45 分鐘 

   

 2020/01/25(六) 08:30 桃園機場 

   

 2020/01/25(六) 13:15 吉隆坡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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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  中華航空 CI722 抵達  飛行時間：約 4 小時 40 分鐘 

   

 2020/01/29(三) 14:35 吉隆坡機場 

   

 2020/01/29(三) 19:15 桃園機場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61,000 元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30,000 元)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車資。 

3.新台幣$200 萬履約責任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4.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5.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6.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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