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SM930MHY-T

【主題旅遊．輕旅行奢華享受】馬來西亞沙巴．五星市區飯店．加雅島渡假村．芳香【主題旅遊．輕旅行奢華享受】馬來西亞沙巴．五星市區飯店．加雅島渡假村．芳香SPA．美食饗宴．美食饗宴5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09/30(日) 列印時間：2018-08-27 16:12


參考航班

去程

2018/09/30(日) 08:00 桃園機場 2018/09/30(日) 11:30 亞庇機場 馬來西亞航空  MH069

回程

2018/10/04(四) 17:40 亞庇機場 2018/10/04(四) 21:05 桃園機場 馬來西亞航空  MH068


價格說明

應付訂金： $5,000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參團費
大人

$43,900 

孩童佔床

--  

孩童不佔床

--  

孩童加床

--  

嬰兒

--

備 註： -售價為經濟艙(N Class)上架


行程特色

2018/07/31 13:11 更新

標準團名：RL沙巴加雅輕旅⾏5D

●●●⼩⼩花費⼤⼤奢華享受 周末輕旅⾏享受五星飯店及全包式豪華渡假村●●●

說⾛就⾛：兩⼈即可成⾏ 天天可出發。

貴賓享受：贈送桃園國際機場全新開幕PLAZA PREMIUM環亞機場貴賓室使⽤⼄次。

專屬導遊：由中文導遊全程服務(加雅渡假村兩天除外)且⼩費已預付。

第三天導遊與你(們)前往碼頭加雅島渡假村貴賓室協助辦理登船⼿續。

第五天於碼頭加雅島渡假村貴賓室等候並送你(們)前往亞庇國際機場。

網路順暢：每房贈WIFI網卡⼀張旅遊期間天天打卡發炫耀文接收資訊不斷網(亞庇機場跟導遊領取)。

無購物站：不進購物店完全沒有購物壓⼒盡情享受真正的渡假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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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獅旅遊提供多種刷卡分期服務

凡持⽟⼭、國泰世華、台新、台北富邦、花旗、匯豐、澳盛、中國信託、遠東銀⾏等銀⾏信⽤卡，立享3期0利率分期付款，讓您旅遊更easy，輕鬆無負擔。還有5期、6期、8期可

供選擇。

詳情請看：銀⾏專區

http://www.liontravel.com/Comm/2Card/act/index.asp#Sprima=def00L2A07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7/31 13:11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台北 沙巴-亞庇國際機場 MH69 0800-1130 (約15分鐘)Imago Shopping Mall(營業時間：10:00-22:00) (約15-
20分鐘)您選擇之市區飯店(凱悅/艾美/希爾頓/香格里拉)
您可自行決定是否增加亞庇文化之旅〔普陀寺、水上清真寺City Mosque、沙巴基金大廈〕

今早懷著愉悅的心情跟著我們前往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自然純樸、潔淨與美的夏日海角樂園─風下之鄉─【沙巴】(Cahaya
matahari馬來文意指陽光)。位於世界第三大島嶼－婆羅洲的北上端，西臨南中國海、東臨蘇祿海及西里伯斯海。其富有多種族的馬來文
化傳統，保存原有親切純樸的民風，亦有進步繁榮之處。抵達後映入眼簾的是當地人的熱情笑容與親切態度，為此次旅程掀開美麗的序

幕。

◎Imago Shopping Mall於2015年年底開幕，是最新的大型購物中心可逛上一整天都不膩還有好厲害的美食街好多吃的應有盡有。
馬來西亞美食推薦必吃：(照片出處：馬來西亞觀光局)
1.肉骨茶Bak Kut Teh 肉骨茶可是馬來西亞華人一天活力泉源的開始。
2.巴登牛肉乾咖哩Beef Redang 巴登牛肉乾咖哩是馬來文化最棒的菜色之一。
3.叻沙Laksa 有很多種口味例如咖哩(Curry)，亞參(Assam)，柔佛(Johor)。
4.椰漿飯Coconut Rice 廣受歡迎的馬來風味早餐椰漿飯是一種既香又辣的飯食。
5.馬來菜飯Nasi Padang 白飯搭配使用咖哩和椰漿及香料烹煮而成的辣味牛肉，忍當肉(RENDANG)。
6.沙嗲 Satay 將滷過的牛肉或雞肉串成肉棒在炭火上燒烤，佐以甜中帶辣的花生醬汁，再配上黃瓜、洋蔥和一種稱為KETUPAT的馬來
飯團。

〒資訊提供：來沙巴最值得看看或比價購買的小物以及沙巴必買伴手禮整理～

Bath & Bodyworks：若您是愛用者可以比價看看喔！
Bata：東歐捷克的牌子，樣式多又好穿且價格親民。
Fipper夾腳拖夾腳拖：號稱馬來西亞的巴西拖，特色是很多顏色撞色在一起。

VINCCI：馬來西亞國民品牌PADINI旗下的品牌之一，以鞋子、包包最受女性喜愛且價格親民。
Sticky：澳洲品牌手工製作糖果果，目前在雪梨/新加坡/馬來西亞有分店。Sticky由最訓練有素和最老練的糖果製造師在澳洲各大商場
現場表演製作，在製作過程中可將不同的圖案及文字揉入糖中，注意哦，糖上可愛的圖案和文字可不是印上去的哦，是糖果製作師神奇

的揉制入糖中的哦。糖果以韓國砂糖、澳洲sticky專用色素和香料製作，以水果為主，口味多種混合/香蕉/藍莓/蘋果/西瓜/芒果/提子
（葡萄）/野莓/熱情果/桑果/檸檬/菠蘿/獼猴桃/柚子/橘子/櫻桃.....等等。
8大必買伴手禮大必買伴手禮：（可於各大超市購買)
1.Milo美祿巧克力粉。
2.馬來西亞本地生產的巧克力。
3.各式吐司抹醬，最有名氣的是咖椰醬(Kaya)。
4.三合一即溶白咖啡(著名品牌：Old Town/亞發)。
5.LOT 100 水果軟糖(最出名當然是芒果果汁軟糖與榴蓮糖）。
6.MyKuali檳城白咖哩泡麵榮獲2014全球10大美味泡麵評比第一名的泡麵佼佼者！
7.肉骨茶包(Bak Kut Teh）其實一開始是創於馬來西亞唷！(著名品牌：A1、新峰、瓦煲標)。
8.神山紅茶和沙巴奶茶 超市都有分好的小茶包和一大包要自己主的茶葉，任君挑選，價格親民。

●您可自行決定是否增加亞庇文化之旅〔普陀寺、水上清真寺、沙巴基金大廈〕
【水上清真寺【水上清真寺City Mosque_僅能下車參觀不可入】僅能下車參觀不可入】具回教文化建築白底金邊的回教水上清真寺建於1977年，建築在水上而且巍峨
壯觀的建築物，氣勢雄偉，清真寺融合了現代建築藝術及回教伊斯蘭風格，突出的圓頂和塔樓，是清真寺的標誌，形成一幅美麗的圖

案。

【普陀寺【普陀寺_可入內參觀至下午可入內參觀至下午5點整】點整】由華人出資在當地興建的佛教寺院，寺內雕梁畫棟，景色優美，並設有回廊小亭，極具中國建築

特色。寺前的大門站立著十座大佛像，觀音菩薩也在其中，如果您沒有宗教信仰的禁忌，可至正殿參拜諸神。

〒注意事項：進入正殿需脫鞋且正殿不可攝影及拍攝。

【沙巴基金大廈【沙巴基金大廈_僅能下車參觀不可入】僅能下車參觀不可入】號稱婆羅洲最高、造型獨特，且是高科技新地標數十樓層高的圓體形建築，是世上少數以一支

主干軸體，由96支鋼條呈輻射狀支撐，這高科技的建築物是世界的少數幾座之一所以您非得跟它合照不可喔！
◎晚餐安排於您選擇住宿的五星級飯店享用豐盛的自助餐：



餐食餐食 早餐／ ＸＸＸ   午餐／ Imago Shopping Mall美食街自理   晚餐／ 住宿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旅館旅館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飯店 HYATT REGENCY KINABALU  或 LE MERIDIEN KOTA KINABALU  或 HILTON KOTA KINABALU

第2天

全日活動三選一(需出發前選定，專屬導遊陪同但非專車專船需出發前選定，專屬導遊陪同但非專車專船)：
1.龍尾灣紅樹林自然生態保護區+水陸活動+風味自助午餐+下午茶
2.東姑阿都拉曼海洋公園-馬慕迪島全日遊+海陸BBQ午餐
3.Mantanani Island曼塔那尼島(亦稱美人魚島)全日遊+風味自助午餐

餐食餐食 早餐／ 住宿飯店內用   午餐／ 依您選擇活動項目之午餐   晚餐／ 中華料理海鮮餐(特色:老虎蝦每人1隻+桔子冰1杯)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飯店 HYATT REGENCY KINABALU  或 LE MERIDIEN KOTA KINABALU  或 HILTON KOTA KINABALU

今日全日活動敬請三選一：

◎【龍尾灣紅樹林自然生態保護區－亞達竹筏捕紅蟳－紅樹林自然生態保護區－水上活動無限暢玩(香蕉船、獨木舟、水上衝浪舨)－陸上
活動(馬來民俗臘染DIY、馬來吹箭)＋風味午餐+下午茶(煎餅+拉茶)】
首先於岸邊搭乘考驗您平衡的水上竹舢舨，一片未經開發的沙灘及優美紅樹林灣，濕地可見到可愛招潮蟹 和彈塗魚，令人驚豔。龍尾灣
以大自然做背景，準備許許多多趣味性十足、而且富有馬來色彩的遊戲， 讓您在歡樂中。接著乘「亞達竹筏」觀賞全沙巴最具規模的紅
樹林，為您介紹紅樹林獨特的生態，讓水筆仔告訴您它是如何在這河海 淡鹹水的沼澤中生存，途中來個撒網捕紅蟳。
水上活動～水上衝浪舨、獨木舟、香蕉船讓您感到刺激萬分、大呼過癮，玩累了在沙灘上漫步或於吊床小憩一下渡過悠閒午後時光。

〒前往龍尾灣說明事項：

1.龍尾灣不定期休息，訂購時將回覆是否為休息日又或客滿將無法前往。
2.搭乘船隻及進行水上活動時，請務必穿好救生衣。

◎【東姑阿都拉曼海洋公園-馬慕迪島全日逍遙遊(提供浮潛用具：蛙鏡、呼吸管、救生衣)+海陸BBQ、水果吧、冰涼飲料】
天藍、水綠、沙白，處處洋溢著海島度假歡樂氣氛，還有清澈的海域讓熱帶珊瑚礁、彩色魚群，散佈在 藍色海洋內；五彩繽紛的海洋世
界，構成瞬息千變萬化的藍色萬花筒。豔陽高照雲淡風輕的時光，總是讓人忍不住想要投入湛藍大海的懷抱，浮潛、游泳、曬太陽是必

玩 項目，別忘了穿上最亮麗的泳衣；在投入海洋之際，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具。

◎【Mantanani Island曼塔那尼島(亦稱美人魚島)全日遊+風味自助午餐】
天藍、水綠、沙白，處處洋溢著海島度假歡樂氣氛，還有清澈的海域讓熱帶珊瑚礁、彩色魚群，散佈在 藍色海洋內；五彩繽紛的海洋世
界，構成瞬息千變萬化的藍色萬花筒，加上陽光的照射，讓大海美不勝 收。豔陽高照雲淡風輕的時光，總是讓人忍不住想要投入湛藍大
海的懷抱。

美人魚島，原名為曼塔那尼島(Mantanani Island)，因附近海域曾經有兩隻野生的海牛，也就是俗稱的「美人魚」而得名。是沙巴數一
數二的浮潛天堂，許多外國專業「潛客」都遠道而來！非常值得您用一天的時間探索這座美麗的人間仙境之島。

美人魚群島包括三個島嶼－Mantanani Besar Island、Mantanani Kechil Island、Lungisan Island，這片海域曾經發現三艘二戰沈
沒的船隻，也成了美麗海底生物的家園，附近海域有多樣化的海洋生物，能見度可達40公尺。周圍發現許多品種的魔鬼魚，像藍點魔鬼
魚和大理石魔鬼魚， 平靜的海底淤泥，潛水可發現海馬、貴族蝦、絲帶鰻魚和令人驚嘆的藍紋章魚等等。
〒前往美人魚島建議及說明事項：

1.船班時間(單程船程1小時)：前往美人魚島為10:00，返回碼頭為14:00。
2.建議美女們先將比基尼穿好，外面套上洋裝或連身罩衫之類的比較方便。
3.島上有許多當地居民販賣椰子水、賣海鮮增加收入來源，您可自行購買為午餐加菜，餐廳主廚可以免費為您烹調喔!
4.是當天天氣狀況將前往1-2個浮潛點，各停留30分鐘，如果天氣不好就只會去1個浮潛點，停留時間拉長到停留1小時。
5.如回程因天候關係無法回到市區，將由船家安排島上住宿無法指定飯店，沙巴市區飯店無法退費。

〒資訊提供：Gaya Street加雅街上著名餐廳特色餐點大集合(僅供參考無商業利益考量)，結束晚餐後若想去加雅街買小吃回房，可自行
前又或告知導遊視情況安排。

1.亞庇茶餐廳(07:00–23:00)：特色餐點＿牛雜麵
2.佑記茶餐廳(16:00-23:00 隔週一休)：特色餐點＿肉骨茶
3.馮業茶餐廳(07:00–01:00)：特色餐點＿咖椰吐司、咖哩叻沙麵
4.富源茶餐廳(06：00～00：00)：特色餐點＿咖椰吐司、三色奶茶、咖啡奶茶
5.怡豐茶餐廳(週一至週五：06:30-18:00、週六日：06:30-16:00)：特色餐點＿叻沙、牛雜麵和沙煲雞
6.太子椰(10：00-21：00)：特色餐點＿椰子布丁
7.金記肉骨茶(17:00-23:00)：特色餐點＿肉骨茶
8.舊街場咖啡(06:30-01:30)：特色餐點＿招牌白咖啡
9.新記肉骨茶(16:00-23:00)：特色餐點＿肉骨茶、椰子布丁
10.五星海南家鄉雞飯(08：30～21：30 )：特色餐點＿海南雞飯、橘子冰、奶油大蝦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15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020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00060173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15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020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00060173


旅館旅館

第3天
哲斯頓碼頭加雅島渡假村專屬貴賓休息室 搭乘中午12:00渡假村私人快艇(約15分鐘)抵達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
村，享受加雅島渡假村贈送之50分鐘SPA

沙巴的陽光、海水，讓心頭暖暖地、甜甜地，來到這裡，步伐、呼吸、動作...都隨著溫暖空氣與和煦陽光慢了下來.......

享用豐盛的早餐後懷著興奮期待的心情搭乘專車前往位於東姑阿都拉曼國家公園裡由加雅島（Pulau Gaya），沙比島（Pulau Sapi），
馬穆迪島（Pulau Mamutik），馬奴干島（Pulau Manukan）和蘇洛島（Pulau Sulug）等五個島嶼組成。
加雅島（Pulau Gaya）是公園面積最大的一個島嶼，擁有潔白沙灘，環繞在全島沿岸的珊瑚礁，今天開始安排連續兩晚入住島上數一數
二的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
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海濱渡假村所提共的別墅環繞在古老的雨林和受保護的紅樹林間，每間別墅擁有47平方米，設有寬敞的臥
室、辦公桌、更衣間、保險箱、平面電視、衛星頻道，一個大型開放式浴室內有超大的浴缸和兩個獨立洗手台、沙發床和一個室外休憩

區。由於別墅錯落的位置不同，所以視野景緻也有所不同。共區分為4種別墅房型：Kinabalu Villa京那巴魯別墅(面向南中國海，天氣晴
朗時還可以遙望Mount Kinabalu神山的輪廓)、Canopy Villa天篷別墅(位於山坡上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之中，提供家庭所需的連通
房)、Bayu Villa巴渝別墅(位於熱帶紅樹林坡度平緩的山坡上)、Gaya Villa加雅別墅。
＊亞庇哲斯頓碼頭前往Gaya Island Resort私人快艇時間:0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1:00
＊加雅島渡假村櫃台與餐廳都有少數會講中文的服務人員。

＊辦理入住同時渡假村每房配給一個4G基地台＋基地台充電器(退房時需歸還否產生罰款)

午餐安排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的Pool Bar & Lounge

〒渡假村於Lobby公布每周免費活動表請活動前一天傍晚5點前報名：
-免費使用閱讀室和健身房(無須預約)
-Yoga瑜珈課於SPA館(每周一到六，早上8點-請彈性衣褲尤佳)
-Movie Under The Stars(每天晚上9點開始-請帶客房內礦泉水、防蚊液)
-Yahai Pupuan慢伸展(每周一三六，下午3點30分-請攜帶防曬乳、著舒適服裝)
-Guided Meditation指導冥想於SAP館(每周一到六，下午6點-請彈性衣褲尤佳)
-Guided Nature Walk大自然解說員帶領雨林散步(每日早上9點-請帶客房內礦泉水、防曬乳、照相機、著長褲)
晚餐於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的Feast Village享用豐盛自助餐



餐食餐食 早餐／ 住宿飯店內用   午餐／ Gaya_Pool Bar & Lounge   晚餐／ Gaya_Feast Village

旅館旅館 GAYA ISLAND RESORT

第4天 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全天自由活動，SPA VILLAGE 80分鐘

渡假就是放空、享樂、吃美食、玩樂、睡懶覺、泡泡澡、藍天白雲海水正藍、大笑、尖叫、忘情奔跑～做真正的自己！！

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早餐實在豐富讓人目不轉睛，挑個喜歡的座位享受慢活迎接陽光。

★海島森林裡的Spa Village享受貴婦級80分鐘SPA～
Spa Village位於Villa旁的小徑，來到被綠意包圍的木屋，寧靜的氛圍已經讓雜亂的思緒沉澱下來。在古典雅致與時尚簡約融合的空間裡
營造綠意、流水與芳香氣息，在進行療程之前先飲用含有薑汁的溫涼果汁暖和身子，也更能讓之後的按摩活絡筋脈。

Gaya Spa Village 三選一介紹：
-URUTAN PRIBUMI(INDIGENOUS MASSAGE) 重口味重口味

來自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文化豐富多樣的民族群體的靈感來自這個治療，這是一個來自多個部落的衰老癒合傳統的彙編。傳統上用於恢

復水稻種植者，農民，海員和戰士的流動性和靈活性，非常重視操縱脊椎肌肉和筋膜的淺層和深層。 在我們的海味香料香油的特徵混合
的幫助下，循環得到改善，無數的治療益處通過數字，帕默和前臂壓力釋放出來。

-BALINESE MASSAGE 著重舒適感著重舒適感

峇里島式芳香按摩，深受歡迎就讓專業的芳療師再次讓您全身徹底釋放負面能量。

-MALAY MASSAGE 平衡式平衡式  
傳統馬來人按摩的藝術代代相傳，專注於肌肉以及施加在身體各個部位的壓力。

午餐安排Gaya Island Resort加雅島渡假村私人海灣沙灘Tavajun Bay

〒渡假村尚有其他須付費活動介紹，每項費用請洽大廳櫃台～

-獨木舟和浮潛用具獨木舟和浮潛用具(浮潛用具第一小時免費浮潛用具第一小時免費)
-SUNSET CRUISE漫夕陽巡航：漫夕陽巡航：搭乘小公主號遊艇一邊欣賞日落一邊享受清涼飲料。

-YAHAI PUPUAN道地氣功課程：道地氣功課程：面向大海聆聽海浪聲，搭配柔和的氣功動作能有效平衡身心靈。

-GAYA SNORKELLING EXPLORATION加雅島浮潛探險：加雅島浮潛探險：由專家帶領下探索加雅島海底下的珊瑚和海底生物。

-THE BORNEO CULINARY JOURNEY婆羅洲美食之旅：婆羅洲美食之旅：由餐廳主廚帶領的烹飪課並與共同用餐交流深度婆羅洲美食料理。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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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餐食 早餐／ Gaya_Feast village自助餐   午餐／ Gaya_Tavajun Bay套餐   晚餐／ Gaya_Omakase日本鐵板燒

旅館旅館 GAYA ISLAND RESORT

第5天 搭乘下午1點加雅島渡假村私人快艇 (約15分鐘)哲斯頓碼頭 (約30分鐘)沙巴-亞庇國際機場 MH68 1740-2105 台北

餐食餐食 早餐／ Gaya_Feast village自助餐   午餐／ ＸＸＸ   晚餐／ 空中精緻餐點

旅館旅館 甜蜜的家

第1種

兩人即可成行+專車專導遊+天天可出發

＊＊9月月20日日-9月月22日出發適逢連續假期，敬請提早規劃您的假期。日出發適逢連續假期，敬請提早規劃您的假期。

-THE SINGGAH SINGGARUNG NIGHT婆羅洲文化之夜：婆羅洲文化之夜：欣賞原住民藝術參與傳統娛樂活動享用道地點心，晚餐時段在悠揚的卡

達山音樂下享用充滿原始風味的海灘燒烤餐，新鮮的燒烤肉串搭配道地傳統米酒"lijing"。
-CORAL GARDEN MARINE EXPEDITION珊瑚園探險：珊瑚園探險：東姑阿都拉曼國家公園風平浪靜的海底下，蘊藏著另一個神奇的世界，

由海洋生物學家帶領賓客潛入沙比島（Pulau Sapi）及馬穆迪島（Pulau Mamutik）的純淨海底世界，穿梭在充滿各種軟硬珊瑚的海底
珊瑚世界探索豐富多彩的海洋生物。

-FISHING EXCURSIONS垂釣之旅：垂釣之旅：與沙巴海上遊牧民族-巴夭族(Bajau Laut)相遇，不管您是新手還是老手在專家帶領之下都可
以感受到沙巴海域的精彩與深邃(釣魚屬季節性活動/船上備有點心/每艘船最多6名釣客參加)。

晚餐一定要享受渡假村內的Omakase日本鐵板燒

幾天下來的酣樂、美食........以及飯店無微不置的服務早就已經讓我們忘了今天將結束旅程。享用酒店豐盛的早餐不疾不徐於中午辦理
Check out退房手續，於下午1點搭乘Gaya Island Resort私人快艇返回到Jesselton Point碼頭，接著搭乘您的專屬用車前往國際機
場，讓「風下之地」－沙巴的美麗景色，裝入您的行囊及難忘的熱情之旅，返回甜蜜的家。

〒資訊提供：客房內的海灘編織包不可帶走，如欲購買渡假村內的商店有賣喔！

凱悅凱悅/艾美艾美/希爾頓飯店２晚希爾頓飯店２晚  + 加雅島渡假村２晚加雅島渡假村２晚 經濟艙經濟艙 商務艙商務艙

2018年適用出發日期 N Class Z Class

7月1日-8月24日 此段期間GAYA 需個別詢價

8月25日-9月19日 43900元 50900元

9月20日-9月22日 48900元 55900元

9月23日-10月5日 43900元 50900元

10月6日 客滿 55900元

10月7日-11月27日 43900元 50900元

https://travel4.liontravel.com/common/poi/hotel?HotelID=MYBKI060


Hyatt Regency Kinabalu凱悅酒店 

Le Méridien Kota Kinabalu艾美酒店 

Hilton Kota Kinabalu希爾頓飯店 

Shangri-La's Tanjung Aru Resort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 

【【入住房型說明入住房型說明】】

-凱悅酒店 ：Standard標準房
-艾美酒店 ：URBAN Rooms市景房 
-希爾頓酒店：Guest Room標準房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Kinabalu Mountain View山景房 
-加雅島渡假村：Bayu Villa巴渝別墅或Canopy Villa天幕別墅

【【飯店飯店/渡假村特殊狀況說明渡假村特殊狀況說明】】

加雅島渡假村：加雅島渡假村：

-7月月2日公告：加雅島渡假村日公告：加雅島渡假村7/1-8/24合約房已售鑿，每筆訂單需個別詢問房價。合約房已售鑿，每筆訂單需個別詢問房價。

-每棟別墅最多入住2名成人和1名兒童(12歲以下)使用現有的沙發床，無加床服務。
-每棟別墅恕不接受3位成人入住。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

-不分淡旺季渡假村不主動告知合約房售鑿，訂房時如遇渡假村告知合約房售鑿，我方將再次報價給旅客。

【【8/25-11/30出發，各飯店房型升等費用出發，各飯店房型升等費用】】

-加雅島渡假村 升級 Kinabalu Villa 京那巴魯別墅，每房每晚加價2000元。
-凱悅酒店 升級 Sea View 海景房，每房每晚加價1500元。
-艾美酒店 升級 Vista Sea View 海景房，每房每晚加價1000元。
-希爾頓酒店 升級 Deluxe Room 豪華房，每房每晚加價1200元。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 
升級 Kinabalu Seaview 基納巴盧樓豪華海景客房，每房每晚加價1500元。
升級 Tanjung Seaview 丹絨樓高級海景客房 ，每房每晚加價2000元。

【【售價包含內容售價包含內容(兩人成行，天天可出發兩人成行，天天可出發)】】
-贈送桃園國際機場PLAZA PREMIUM環亞機場貴賓室(出境)使用乙次。

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２晚香格里拉丹絨亞路渡假村２晚  + 加雅島渡假村２晚加雅島渡假村２晚 經濟艙經濟艙 商務艙商務艙

2018年適用出發日期 N Class Z Class

7月1日-8月24日 此段期間GAYA 需個別詢價

8月25日-9月19日 45900元 52900元

9月20日-9月22日 50900元 57900元

9月23日-10月5日 45900元 52900元

10月6日 客滿 57900元

10月7日-11月27日 45900元 52900元



-馬來西亞航空(MH)來回經濟艙/商務艙之旅遊票及稅金。
-無保留機位，需繳交作業金及中英文名單後，取得無保留機位，需繳交作業金及中英文名單後，取得訂位代號訂位代號後作業金即轉為訂金。後作業金即轉為訂金。

-兩人一(室/棟)四晚住宿及所列餐食/交通/景點門票，單人報名須補足所有相關費用。
-導遊及司機小費。
-沙巴國家公園養護稅及馬來西亞旅遊稅。
-旅行社履約保證，責任保險及意外醫療險。　

【【說明事項說明事項】】

-沙巴國家公園養護稅馬幣沙巴國家公園養護稅馬幣54元，將由導遊交付給您於退房時支付。元，將由導遊交付給您於退房時支付。

-暑假旺季期間(7/1-8/24)專車專導必須先詢問外站是否可接單方可開始作業流程。
-懷孕旅客請主動告知，按摩部分將為您做最妥善的安排。
-航空公司針對孕婦搭乘的規定不一，請洽客服專員您查詢最新訊息。
-加雅島渡假村午晚餐包含礦泉水或咖啡或茶(酒精類飲品需自費)。
-小孩定義為滿2歲未滿12歲，1位成人＋1位兒童同行兒童需佔床。
-適用2018.7.2起新訂單，原確認之訂房不接受取消重訂。
-渡假村有權更改/終止促銷案之內容及售價，惟已保證入住之訂單不在此限。


安全守則

※外交部為提供國人多元服務管道，強化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民眾可利用智慧型手機或平版電腦下載安裝『旅外救助指南』APP程式，相關資訊可至該部領事事務
局網站(WWW.BOCA.GOV.TW)查詢。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安全溫馨小提示★

(1)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2)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3)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 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4)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5)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
(6)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
(7)海邊戲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8)從事游泳或水上活動，身體狀況不佳或有疾病(例如:高血壓.心臟病...等)及懷孕者請勿參加。
(9)搭乘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10)搭乘纜車時請依序上下，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11)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2)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3)行走雪地及陡峭之路請謹慎小心。
(14)參加浮潛時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接受浮潛老師之講解，並於岸邊練習使用呼吸面具後方得下水，下水後不可超越安全區域活動。
(15)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6)遵守領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請妥善保管護照、證件及個人貴重物品，請勿放於巴士、旅館、房間內以及大行李中，並謹防扒手及陌生人搭訕。

★出境及搭機前★ 

(1)請於班機起飛前2.5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2)此行程為兩人成行不派領隊，於出發當日至航空櫃台尋找雄獅送機人員，自行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3)貴重東西請勿放行李箱，請隨身攜帶。
(3)團員領取護照後請一一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4)按航空公司規定，托運行李以每人一件(依照各航空公司規定公斤數)為限，若超過請團員自付超重費。
(5)每人攜帶外幣現金以總值美金五千為限，旅行支票不在此限。
(6)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7).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A).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品，禁止攜帶，規格20,000mAh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
30,000mAh需經航空公司核可方可攜帶上機，30,000mAh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過兩個行動電源。
(B).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C).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
(D).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依航空公司之規定，每人可免費托運一件行李，指甲刀、剪刀等刀具類，請置放於大行李箱，請勿置放貴重值錢之物品及相機等易受損之物件於欲托運之行李內。

建議除托運行李外，另帶一件手提行李，以便置放隨身貴重物品等。因飛航安全問題，目前航空公司要求旅客個別托運自己的行李，請依領隊說明至指定櫃檯托運

（乳液狀物品若帶上飛機，每瓶只能100CC，且需置放在透明夾鍊袋內，建議置放於拖運行李中就沒限制；若要攜帶手機及電器用品的鋰電池，請置放於隨身包包
中，不能置放於托運行李中）。

★抵達當地之注意事項★

(1)東南亞地區氣溫較台灣高，可斟酌加帶一二件禦寒衣物，尤其山區晚間較冷，如可能請攜帶雨具，避免風寒。
(2)東南亞地區旅遊在食的方面，早餐都在住宿酒店內使用，其它午、晚餐均安排在各地餐館使用中式餐食。
(3)各旅遊地區遊客眾多，請特別小心隨身攜帶之物品，以免被竊。
(4)東南亞地區均使用美金，在各地住宿酒店內均可兌換，切勿在外與不明人士兌換。
(5)行李：原則上一大一小，小的使用肩帶式(名牌.標示)大的堅固加鎖鑰。
(A)雨季：雨傘、禦寒衣。
(B)夏季：夏天與台灣夏天天氣一樣。
(C)進入雲頂賭場男士需穿長褲及有領子及袖子的衣服，上雲頂或神山需攜帶一件外套，因山上比較寒冷。
鞋子：女子不要穿高跟鞋，最好平底休閒鞋，不要穿新鞋。

藥物：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自備物品：洗髮精、洗衣粉、面霜、眼鏡、陽傘、水壺、水果刀、刮鬍刀、照相機、底片、生理用品。

錢幣：台灣出境 (A) 台幣:現金不超過100,000 元(B) 外幣總值:不超過美金10,000 元(旅行支票、匯票不計)
(6)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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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東南亞機場、車站設備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任，若導致行程延誤，短缺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
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8)禁止事項：不得嫖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避免無謂之麻煩。
(9)購物時請務必注意幣值兌換。
(10)行程安排順序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
(11)東南亞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雕刻品茶壺、蠟染布……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東南亞性。
(12)東南亞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北亞線相提並論，因東南亞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及重視有限。
(l3)請旅客前往東南亞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哦。
(l4)政府規定自87.10.01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以3萬至5萬元罰款。



2018/07/31 13:11 更新

★孕婦注意事項★

(1)中華航空公司：懷孕二十八至三十五週須備妥7天內由合格婦產科醫師填具航空公司之專用診斷書。
(2)長榮航空公司：懷孕二十八至三十五週須備妥10天內由合格婦產科醫師填具航空公司之專用診斷書。
((不接受懷孕36週以上單胞胎孕婦及懷孕32週以上多胞胎孕婦搭機。))
(3)孕婦懷孕滿孕婦懷孕滿6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保險★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15歲或70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200萬元、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20萬 (實支實付)】；以及綜合旅行社的一億七百萬元履約保證，希
望您能安心的出門旅遊。另外，依「國外旅遊契約」中規定，本公司有告知旅客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義務。因此，為了確保您的權益及避免出國旅遊可能產生的

風險，特別提醒及建議您，可視需要購買旅遊平安保險及旅遊不便險。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脫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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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航空：團去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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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簽證

《馬來西亞》

自2015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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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入境海關時，須持有回程的機票備查及需準備每人每天USD100等
同值貨幣的財力證明(含信用卡)，現場海關會抽查，查到未符合規定之旅客，海關有權力決定旅客是否可入境。

＊目前實施關卡有：吉隆坡(KUL)、檳城(PEN)、沙巴(BKI)、沙勞越(古晉KCH)、新山柔佛(JHB) 機場 & 新山第一關口(Woodlands) 及 第二關口(TUAS) 共七個
點＊＊

●辦事處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208室 電話：(02)2716-7075

●孕婦懷孕滿6個月以上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雙重國籍注意事項：
馬來西亞不承認雙重國籍,持哪國護照進入中華民國需持同一本護照進入馬來西亞，也就是如果有雙重國籍,加拿大護照及中華民國護照者，進入台灣時持中華民國護照
之後要入境馬來西亞，不可享持加拿大護照免簽入境馬來西亞，需用中華民國護照入境需申請馬來西亞簽證（如果２本護照都有蓋台灣入境章及出境章，此條件就可

享持加拿大護照免簽方式入境馬來西亞）

電壓時差電壓時差

<馬來西亞電壓>
電源規格：220伏特(3扁)

<馬來西亞與台灣無時差>

<新加坡電壓>
電源規格：220伏特

<新加坡與台灣無時差>

電話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新加坡
台灣國際冠碼(002)+新加坡國碼(65)+新加坡區電話號碼
＊人在<新加坡>,打電話到台灣
新加坡國際冠碼(001)+台灣國碼(886)+台北區域號碼(2)+台北家中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馬來西亞
台灣國際冠碼(002)+馬來西亞國碼(60)+馬來西亞區(3)+ 電話號碼
＊人在<馬來西亞>,打電話到台灣
馬來西亞國際冠碼(00)+台灣國碼(886)+台北區域號碼(2)+台北家中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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