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新加坡‧馬來西亞六日遊」 

宗    旨：藉舉辦海外旅遊暨觀摩考察活動，安排考察新加坡知名城市建築，

體驗馬來文化、享受豪華海上渡假風情等，助益增廣會員建築視野

並促進同業交流。 

日    期：101年 11月 09日(五)～101年 11月 14(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1年 10月 17日(三)止。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公會辦理，並同時繳交訂金。 

訂    金：$10,000元，為確認機位，以完成繳交訂金者優先受理報名。 

費    用：每人$34,000元(包含食、宿、交通、保險、接送、小費、門票、

燃油稅兵險)，如指定單人房，需另補房間價差$10,000元。 

補助對象及方式：經第 7屆第 4次臨時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無缺繳年費之會

員公司每家公司補助 5仟元。 

名    額：不限 (20人以上成行)。 

集合地點及行程說明會時間：另行通知。 



彰化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新加坡‧馬來西亞六日遊」 

11/09(五)參考航班 BR 225  TPE/SIN  0740/1200 

11/14(六)參考航班 BR228 KUL/TPE 1520/2010 

【行程特色】:新加坡、馬來西亞 建築美學 、麻六甲世界文化遺產巡禮 

■獨家贈送！！七彩繽紛雪花冰下午茶(冰品二選一)，除冰品以外，更特別加贈糕點【紫芋

雪花包、雪花千層糕、雪花娘惹包 各一粒】讓您品嚐，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風味餐食：鼎旺自助火鍋吃到飽、黃金麵包雞風味餐、泰平天國泰式料理風味餐、隆盛

東坡肉風味餐、飯店自助餐+無限暢飲、古城雞粒飯+八寶涼茶、楊家海南雞飯、萬興中

式料理風味餐(全程中、晚餐 35 星幣)。 

■購物安排：錫器、土產、巧克力、咖啡。 

【行程安排】 

第 01 天 台北 花園之城新加坡一城市規劃展覽館、濱海堤霸、濱海藝術中心、金沙藝術大

道 Gardens by the Bay 最新空中花園植物園  

濱海堤霸：是新加坡第一個蓄水池，不但可供水源，，更有防洪功能，亦有美麗的風景，

是新加坡民眾休閒娛樂的好地方。濱海藝術中心：是一座媲美澳洲雪梨歌劇院的世界級藝

術表演場所，由新加坡 DP Architects 和英國建築設計公司 Michael Wilford & Partners 共同設

計，並由 Theatre Project Consultants 負責設計其中的劇院。金沙藝術大道：欣賞當代風格的

開放設計，這裡雲集許多知名品牌與嶄新的新興設計師品牌，讓眼光獨到的您，隨意選購

商品。Gardens by the Bay 最新空中花園植物園。 

餐食：（早餐）車上提供    （午餐）御宴中式料理風味餐    （晚餐）韓國烤肉 

住宿：全新開幕花園大道酒店或 半島怡東酒店 或 雅伯閣 或 黃金廣場 或 嘉樂麗酒店  

或 V HOTEL 或 大富酒店 或 京華酒店 或 威豪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 02 天  新加坡～亞歷山大拱橋+亨德申波浪橋、參觀南洋理工設計藝術學院、【牛車水】 

麥士威路街屋巡禮、小印度、地鐵博覽 EXPO 站、Vivo City 購物商城、維多利

亞劇院、市政廳、高等法院、贊美廣場、新聞及藝術大廈、～新山 

 

南洋理工設計藝術學院：全球屈指可數的綠化屋頂教學建築，大樓採用了大量的玻璃幕墻

裝飾，可以為室內提供充足的自然光照明，此外，綠色屋頂採用了絕緣材料，絕熱降溫的

同時還可以收集雨水灌溉周圍的植物，更讓它獲得國際環保建築設計大獎。牛車水麥士威

路街屋：當地特色建築。小印度：充滿異國風情的印度寶萊塢風格，看繽紛的印度傳統服

飾沙麗、品嚐印度點心以及許多印度風飾品，您將能體驗到小印度生活的點點滴滴。地鐵



博覽 EXPO 站：是由世界知名的英國爵士建築師福斯特所設計的，他是高技派（high-tech）

建築師的代表人物，同樣亦是建築業界聖手，博覽 EXPO 站不平凡的外形猶如太空飛行器，

使它成為新加坡獨特的地鐵站。Vivo City 購物商城：由威尼斯建築金獅獎得主伊東豐雄所

設計，其樂活建築以浪花為主, 白色波浪紋屋頂加上大量的玻璃透視材質, 呼應海港風景。

維多利亞劇院：這是新加坡主要的藝術活動表演場地，是為了紀念維多利亞女皇而命名的

殖民時期建築。市政廳、高等法院：兩者的建築風格都屬於新古典主義，也都是英國殖民

時期所打造的。贊美廣場：英法哥德式建築風格，寧靜中帶著優雅的格調，它是新加坡重

要的歷史跡之一，也是世界上僅存的幾個女修道院之一。新聞及藝術大廈：是以英國流行

的新古典主義為設計風格而建，過去曾是警察局，也是當時最大的政府機構。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黃亞細肉骨茶 （晚餐）文華飯店海南雞飯風味餐 

住宿：英倫提索精品酒店 Thistle Johor Bahru Hotel 或 泛太平洋公主酒店 The Puteri Pacific 

Johor Bahru 或新山珍珠酒店 Mutiara Johor Bahru 或 春天酒店 PULAI SPRING RESORT 或同級 

第 03 天  新山～世界文化遺產巡禮三輪車遊古城～麻六甲雞場街散步+Bistro Year 1673 英

式咖啡館下午茶～林三龍繡珠鞋～有故事的咖啡館～黃金海岸～黃金棕櫚海上

渡假村酒店內活動 (漆彈體驗、越野卡丁車、ATV 越野車、拉弓射箭)    

★【麻六甲】馬六甲是由一名流亡的王子，拜裏米蘇拉所發現，之後就迅速發展成為東西

方進行商業活動的貿易中心。馬六甲市區的部分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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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寶井、三寶廟】參觀鄭和下南洋遺留之古蹟，等景點及瞭解 600 年前(明朝永樂三年)

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及鄭和對馬六甲王朝及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葡萄牙廣場】此廣場建於 1980 年代後期，是仿造葡萄牙同類型建築的樣式而建。 

★【聖芳濟教堂】這座由法國傳教士在 1849 年建立的哥德塔式教堂，是在於紀念被譽為東

方之使徒的《聖芳濟》，在 16 世紀為天主教傳入東南亞做出重大貢獻。還有荷蘭統治

時代遺留下來的大鐘樓及古老建築物及葡籍後裔居住地觀。 

★【人力三輪車遊古城】徐徐微風中遊走穿梭於古意盎然的街道上，兩旁古色古香的建築 

物，彷彿回到時光隧道之中(車伕小費 RM2/人)。 

★【雞場街文化夜市】最古老的古董街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欣賞兩旁百年歷史的古屋民房

是享受，如果你喜歡收集古物，這裡簡直是個寶藏。贈送百年咖啡館 Bistro Year 1673 英

國咖啡館下午茶(煎蕊冰+娘惹糕)。 

★【有故事的咖啡館】這裡曾經是《夏日的麼麼茶》其中一個拍攝地點。您可自費喝著道

地的白咖啡，假想著鄭秀文與任賢齊在電影中的情節。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古城雞粒飯+八寶涼茶 晚餐）飯店自助餐+無限暢飲 

住宿：黃金棕櫚海上渡假村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黃金棕櫚海上渡假村酒店內活動(腳踏車、獨木舟、撐槁遊船、水上風帆、瑜珈、  

沙灘排球等) ～巧克力專賣店及土產店～千禧星光大道～巴比倫購物城～香港

食神推薦-精 

心雪花下午茶套餐享用美味早餐後，繼續帶領大家今天所安排的各類活動。所有活動項目

將由飯店的活動人員及導遊帶領─沙灘排球、沙灘足球、印度瑜珈、水上健身、腳踏車、

撐船、獨木舟、各類風帆。 

安排無限暢飲及 ALL IN ONE 一站全包式餐飲，每天安排四餐於飯店內用，讓您全天候享

用精美餐食： 

★【香港食神推薦-精心雪花下午茶套餐】雪花冰品二選一：  

★【星光大道】吉隆坡夜間最熱鬧最新落成，大道上林立著各大購物商場，這裡是吉隆坡

黃金地段，百貨商場、各國美食：好萊塢星球餐廳、星咖啡廳等，讓你盡情享受購物樂趣，

吃喝玩樂盡集於此。 

 

★【巴比倫購物城】Pavillion Shopping Mall 吉隆坡最新最大於 2007/09/20 新開幕之擁有 450

間商店，東南亞及歐美等一流品牌皆齊聚在此購物城內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午餐）飯店自助餐+無限暢飲(晚餐）泰平天國泰式料理風味餐 

住宿：吉隆坡珍珠皇冠酒店 或 皇家派樂雅酒店套房 或 時代廣場酒店或 依勢丹娜酒店或

同級旅館 

 

第 05 天  黑風洞(招待燕窩乙碗)～特產巡禮～吉隆坡市區觀光(獨立廣場、國家英雄紀念 

碑、蘇丹皇宮) ～白咖啡專賣店～雙子星塔花園廣場 

 

★【黑風洞】印度教聖地，洞深十哩，蜿蜒崎嶇，驚隩刺激，感受一下異國神秘宗教的洗

禮，洞內有一印度神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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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內還有一個高達 100 公尺的寺廟透天洞。 

★【獨立廣場】1957 年 08 月 31 日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在此宣佈馬來西亞獨立，象

徵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顧名思義是一個紀念馬來西亞獨立廣場。 

★【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對抗共產黨叛亂而為國犧牲的

馬來西亞保安部隊員而建的。 

★【蘇丹皇宮】這是國家元首蘇丹的宮邸，被青蔥的草坪圍繞著，若遇上國家慶典，皇宮

便會在夜晚披上五彩的燈飾。 

★【雙子星塔花園廣場】為好萊塢電影《將計就計》拍攝地點；兩座菱形高塔造型美觀獨

特因直屬馬國政府的油塔所以無法入內參觀， 廣場內有超大型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以

及 COFFEE SHOP，您不妨坐下來喝杯咖啡欣賞。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黃金麵包雞風味餐   （晚餐）鼎旺自助火鍋吃到飽 



住宿：吉隆坡珍珠皇冠酒店 或 皇家派樂雅酒店套房 或 時代廣場酒店或 依勢丹娜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 06 天  未來太子城～粉紅清真寺～花園廣場～吉隆坡 台北 

★【太子城(PUTRAJAYA)】在此您可感受到馬來西亞政府如何不花一毛錢而能夠在森林開

發區建出一座面積 264 平方公哩的未來馬國行政電子中心，在這所有建築物各具特色環

繞錫礦湖映畫出的湖光美麗非凡。 

餐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隆盛東坡肉風味餐   （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溫暖的家 

團費包含  

1.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機場接送、領隊、導遊、司機之服務小費、行程中所需之交通、

住宿、門票、表列餐食之費用、團體保隩。 

  

團費不含 

1.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旅館行

李員及床頭小費。 

2.個人護照申辦 NT$1,800 之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