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十八丁漁村‧柏隆皇家森林公園‧ 
舊街場‧西施柚子街‧烏布迪亞清真寺 7 天 

【檳城‧太平‧柏隆‧怡保‧吉隆坡】 
 MKX7      6月 1日至 9月 30日生效 

逢星期一、六出發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紅樹是製作炭的原料，所以廣大的紅樹林造

就了十八丁的製炭業，現時十八丁有 300 多

個炭窯，仍沿用傳統的方法製灰，利用窯火與

熱氣將木材的水蒸氣蒸發而成，遊客可在炭

窯場親眼目睹炭的製作過程。 

安排乘小船觀賞紅樹林保育森林，這裡孕育

着 28 種真紅樹植物、19 種哺乳類、155 種

鳥類、112 種魚類、50 種蟹及 20 種蝦，過

程中可以餵飼罕見的白頭鷹，幸運的話更可

見到一大群老鷹在面前掠過。 

來到漁村當然要品嚐海鮮，晚餐安排大

家一邊享受漁村景色，一邊享用豐富海

鮮餐，包括油浸馬友魚及每人一隻清蒸

花蟹，在純樸的漁村景色襯托下享用美

食，寫意無比。 

炭 窯 場  紅 樹 林 保 育 森 林  豐 富 海 鮮 餐  

馬來西亞最大紅樹林  

位於太平霹靂沿海的傳統漁村，沿河兩岸都是

高腳木屋，有些是商店，但絕大部份是漁夫的住家，

不少遊客選擇到此體驗漁村純樸生活和品嚐地道馬

來風味小食，小食當中以炸物最為流行，炸魚餅、炸

芋頭餅等都是當地常見的小食。 

十八丁同時擁有馬來西亞最大的紅樹林，孕育

著過百種的珍貴的動植物，近年開始發展生態旅遊，

讓遊客認識這個對馬來西亞極為重要的濕地生態環

境。 

乘船遊覽森林公園 
柏隆皇家森林公園是一座有 1.3億年歷史的熱帶雨林，是世界

最古老的熱帶雨林。這片土地是許多稀有動物的棲息地，上百

種的哺乳類動物，包括亞洲象、馬來野牛、馬來熊、豹等都在

這裡生活，而植物則有 3000種以上，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花－

大王花，其直徑最長可達 1.4米。遊客可以乘船進入森林湖區

探索，欣賞廣闊的湖面和兩旁隨時出現的稀有動物，親身感受

被熱帶雨林包圍。 

柏隆皇家森林公園 
世界最古老的熱帶雨林 

 
拜訪原住民村 

柏隆皇家森林公園內共有 3個原住民部落，他們住在湖邊的亞

答高腳房屋，用竹子和棕櫚葉建造而成。他們會定期進入森林

打獵和上山採摘草藥，也會種植馬鈴薯、蔬果、玉蜀黍等食物。

他們與各種動物共同住在這片森林，透過拜訪原住民村可以了

解他們的生活，認識他們自給自足的生活。 



 

 

  

舊街場現今還能看到當時繁華興旺的   

痕跡，營造出充滿懷舊氣息的文化城。  

立陶宛藝術家 Ernest Zacharevic 賦予了

這文化城更生動的一面，在此繪畫了多幅

壁畫，主題包括「大蜂鳥」、「環保叔叔」、

「坐紙飛機的小孩」和「鐵船採礦」等，  

生動逼真的畫面表現出當地文化色彩，  

吸引各地遊客甚至本地居民拍照留念。 

舊街場文化城 

滿街壁畫！ 

富趣味的街道藝術 怡保舊街場是怡保最早發展的地方，更是

白咖啡的發源地，又怎能不享受一杯 

即叫即製的白咖啡呢？香濃幼滑，奶香 

四溢，令人欲罷不能，一杯接一杯！品嚐完

白咖啡，再尋找並欣賞立陶宛畫家 Ernest 

Zacharevic 的「5 包咖啡鳥」和「老人喝  

咖啡」，充分體驗了解舊街場和白咖啡的 

故事，讓旅程中添上幾分文藝色彩。 

怡保盛產的打捫柚子被譽為馬來西亞質素  

最高的柚子，因種植的泥土為沙礫土，內含豐富

礦物質，再加上打捫優質的山水，令培植出來的

柚子特別清甜。當您走進柚子街，仿佛置身在 

一片柚子海，一陣陣清新果香，撲鼻而來。 

西施柚子街 

亞羅美食街 

超過 50年歷史的亞羅街是吉隆坡最有名的美食街，兩旁佈

滿大排檔和小食攤檔。小店售賣過百種地道美食，香氣四

溢，當中包括串燒沙爹、燒雞翼、印度煎餅、豬油渣炒麵等，

還有馬來西亞最著名的榴槤，可盡情大快朵頤。 

 

百花齊放宴 

貼心安排百花齊放宴，選用各種高級食材及海鮮，海鮮包括：

鮑魚、海參、原條石斑魚、帶子等，另外還有黑毛豬排、燕

窩、黑松露等高級食材，總共超過十道菜，絕對令人大飽口

福。 

 

MKX7     6月 1日至 9月 30日生效 



 

 

 

 

 

 

 

 

 

 

  

 

 

 

 

 

 

 

 

 

 

 

 

 

 

 

 

 

 

 

 

 

 

 

 

 

 

 

 

備註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如回程時將於第6天淩晨抵港，請客人購買6天旅遊保險。 

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本社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 

酒店WIFI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餐廳及膳食菜式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自費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自費活動一覽表。客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各項自費活動。 

乘船觀賞紅樹林時間約30分鐘。 

賞螢火蟲情況因天氣及環境而有所不同，如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請見諒。 

乘船遊覽柏隆皇家森林公園時間約2小時。 

客人需提供護照副本，用於申請邊境准證。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牌照號碼:350217  MKX7(JUN)-ITX2019  製表日期:26 MAR 2019 

MKX7    6月 1日至 9月 30日生效 

備註  

 

 

  【國泰航空‧檳城入‧吉隆坡走】備註 

去程約 08:00-15:15 回程約 13:30-17:50 

   

 

 

溫馨提示 
由 2017 年 9 月 1 日起，馬來西亞政府將向入住酒店之外國旅客， 
收取每房每晚馬幣$10 之旅遊稅，客人需於入住酒店時繳付。 
領隊將於當地統一收取代為處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烏布迪亞清真寺 
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於 1917 年完

工，被譽為「馬來西亞最漂亮的清真

寺」，同時也是世界十大最美的穆斯

林清真寺，金黃色的圓頂和尖塔在陽

光的影射下閃閃發光。清真寺可同時

容納 2300 人，入內必須穿長袍，女

士則必須戴上頭巾方可進入。 

第一天 

香港  檳城(馬來西亞的美食之都，同時都市化程度高，是馬來西亞經濟發展重

鎮之一，近年檳城政府大推旅遊業，吸引各地遊客前往)~ 升旗山(包乘坐纜車前

往檳城的最高點，乘搭纜車時間大約 5-10分鐘，便可登頂升旗山眺望，把檳城市貌

盡收眼底)(如果遇上纜車維修會改乘三輪車遊覽壁畫街 15分鐘)

  
航機上 檳城小吃 

【檳城】 

Wembley  
www.stgileshotels.com 或 

Vouk  

www.voukhotelsuites.com.my 或 

Mercure  
mercure.accorhotels.com 

第二天 

途徑英式市政廳大會堂、市政廳、聖喬治大會堂 ~ 觀音廟(是檳城香火最為

鼎盛的華人佛教廟宇，同時也是檳城最古老的廟宇，寺廟建築精美，由青玉雕刻而

成的柱台上面飛龍盤繞) ~ 十八丁漁村(車程約 1.5 小時)(位於太平霹靂沿海的

傳統漁村，同時擁有馬來西亞最大的紅樹林，近年開始發展生態旅遊，認識紅樹林

的同時也可以品嚐到最新鮮的海鮮，更可以親身體驗十八丁漁村生活) ~ 炭窯場

(十八丁有三百多個炭窯，仍然沿用傳統的方法製灰，整個過程需花整整一個月) ~  

乘船觀賞紅樹林保育森林(途中可觀賞多種紅樹林獨有的動植物，更可親自餵

飼罕見的白頭鷹) 備註 ~ 乘船觀看螢火蟲(馬來西亞最大的螢火蟲觀賞及繁

殖區，乘船在長達 9公里的河上觀賞聚集在兩旁的螢火蟲)備註 

酒店內 

娘惹私房菜 

油浸馬友魚+ 

每人一隻 

清蒸花蟹 

【太平】 

Novotel Taiping 

  
novotel.accorhotels.com 

第三天 

白咖啡工坊 ~ 皇城江沙(參觀馬來西亞第一棵橡膠樹) ~ 烏布迪亞清真寺(世

界十大最美的穆斯林清真寺，金黃色的圓頂和尖塔非常氣勢磅礡) ~ 肯那岸皇宮

(外觀)(被列為國家文物遺產的建築物，以黃色為主色的外牆配上各種圖騰，充滿馬

來特色的建築) ~ 途徑貴族馬來學院 ~ 途徑霹靂州蘇丹阿茲蘭沙珍藏館(前

身是烏魯王宮，是一座採用外國建材的華麗西式建築，頂部的銅拱頂設計源自印度)  

無菜單農家菜+ 

野生河鮮 
酒店內 

【柏隆皇家森林公園】 

Belum Rainforest Resort 

  
www.belumrainforestresort.com 

第四天 

乘船遊覽柏隆皇家森林公園(公園內的熱帶雨林有一億三千萬年歷史，是許多稀

有動物的棲身地，更有機會看到全世界最大的花－大王花，在船上感受大自然的神

奇多變)備註 ~ 原住民村(親身拜訪原住民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 ~ 怡保 

清蒸野生 

白蘇公 
百花齊放宴 

【怡保】 

Syeun Hotel  

syeunhotel.com 或 

Weil Hotel   

www.weilhotel.com 或 

M Roof  

mroof.mboutiquehotels.com 

第五天 

上午自由活動(可自由享用酒店各設施，包括游泳池、健身房等) ~ 舊街場壁畫

(舊街場是白咖啡的發源地，在老城中漫步，感受懷舊氣氛，同時尋覓立陶宛藝術家

在這裡留下的生動畫作) ~ 怡保火車站(造型唯美，有「怡保泰姬陵」之稱) ~  

舊市政廳 ~ 高等法院 ~ 柚子西施街(怡保著名的打捫柚子被譽為馬來西亞質

素最高的柚子，體積小的柚子果肉香甜，大柚子則入口酸甜。整條柚子街也是柚子

店，清新果香撲鼻而來) ~ 吉隆坡 ~ 國家皇宮(外觀) ~ 亞羅美食街(馬來西

亞老牌美食街，以道地大排檔小食為主) 

怡保泉水芽菜+

山水河粉+ 

手打吊片魚丸 

亞羅美食街 

自費 

【吉隆坡】 

Velocity Sunway  

velocity.sunwayhotels.com/ 

或 

VE Bangsar  

www.vehotel.com 

或 

Dorsett Hartamas  

www.dorsetthotels.com/en/dorsett-

hartamas-kuala-lumpur/index.html 

 
第六天 

獨立廣場(1957年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統治，在廣場首次升起馬來西亞國旗，之後每

年馬來西亞國慶也在這裡舉辦慶祝活動。廣場也豎立了世界上最高的旗桿之一) ~ 

土產店 ~ 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設有 16個常設展區，

現有藏品近 1000件，展示馬來西亞華人從移民南遷一直到參與獨立建國的歷史）~ 

大馬乳膠工房  ~ KLCC廣場(位於雙子塔底層的購物中心，樓高 6層) 

肉骨茶+ 

龍虎斑 
~ 

第七天 

林明記肉乾行 ~ 巧克力專門店 ~ 太子城行政中心(馬來西亞正在建設的未

來首都，以「智慧型花園城市」為發展主題，是一座現代化新興城市) ~ 首相署

(外觀) ~ 太子廣場 ~ 太子湖 ~ 三井國際購物 OUTLET (是東南亞最大規模

的購物中心，亦是三井於東南亞首座購物中心，產品多元化且種類繁多，應有盡有) 

~ 吉隆坡  香港 

~ 
 

航機上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goo.gl/BMM1qS 

升旗山 
為檳城的最高點，海拔 830公尺，是

檳城的著名景點，遊客可乘坐纜車上

山，山上有觀景台，可以俯瞰整個檳

城市，景色怡人。另外山上還有其他

設施，包括景觀咖啡店、貓頭鷹博物

館、自然步道等，帶給遊客觀景以外

不同的體驗。 

有更多精彩資料，請以下方 QR CODE下載: 

https://velocity.sunwayhotel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