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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情蜜意沙巴_海洋 FUN 浪漫 5 日 

【頂級佳雅島度假村、佳雅島漫遊、龍尾灣 FUN 樂遊、泛舟+高空滑索、海鮮美食饗宴】 

 
『沙巴』度假生活可以很精彩，也可以很悠閒；選擇馬來西亞頂級佳雅島度假村，享受南洋度假慢活，

很輕鬆、愜意、浪漫，但卻不失其豐富度，讓您真正體會高級度假村管理集團 YTL 的用心，提供給您最

不一樣的風下之鄉「沙巴」的慢生活。 

 
River Bug 九如河刺激白水泛舟 

為了您的度假安全及樂趣，本公司特別使用全沙巴最有經驗及最具安全的合法泛舟公司 River Bug，全

程均有合格專業風趣的河流導遊帶領各位穿越激流河谷，體驗一個刺激又好玩、老少咸宜的高動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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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觀光（水上清真寺、普陀寺、沙巴基金大廈） 

馬來西亞是一個民族大熔爐，包含大多數回教徒的馬來人、佛教徒的華人、印度教的印度人，而在沙巴

更是多種族的融合，尤其以當地的原住民為主；藉由專業導遊的介紹，我們特別安排亞庇最具代表性的

宗教建築以及世界少數的建築物，讓您更加了解沙巴的人文歷史，逐一了解馬來西亞人的風俗民情及文

化宗教洗禮，為此次旅程揭開一個異國風的序幕。 

 

龍尾灣海角樂園 Fun 樂派（捕紅蟳、亞達竹筏、獨木舟、釣魚、衝浪、香蕉船、蠟染、

烹飪教學） 

結合知性與趣味性十足的紅樹林生態保護區，包含竹筏遊紅樹林、歡樂十足的香蕉船、快艇衝浪板、獨

木舟任您玩樂，以及原住民的吹箭比賽、釣魚、蠟染製作、馬來藤球、沙灘排球…等，再加上咖哩雞烹

飪教學以及美味豐盛的海陸自助午餐，讓您歡樂一整天。 

 

高空飛索橫渡九如河 

一項充滿活力、熱血的極限體能運動，全部裝備均由加拿大進口，安全性百分百，再加上專業教練的解

說指導，您可以體驗高速橫渡幽靜山谷宛如飛虎隊般的神勇樂趣，釋放長期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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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佳雅島度假村（探索自然．瑜珈、冥想、野餐、SPA、浮潛、獨木舟…） 

佳雅島度假村是一座隱藏在外島的一座世外桃源，除了提供五星級的住宿環境之外，更提供了獨特的度

假設施及活動。度假村結合了當地的自然環境，以融合代替破壞來跟自然相處，也提供住宿客對自然的

認識，度假村每日會舉辦免費的「大自然探索」活動，帶您以依靠雙腳的方式深入熱帶叢林，了解各種

自然動、植物如何與之共生共存；「瑜珈教學」讓您在專業老師的帶領之下伸展身體，讓長久處於緊張大

都會的您，得以適時放鬆自我。「舒壓 SPA 按摩」度假村更擁有一個非常棒的 SPA 中心，您可自費享受

頂級的 SPA，藉此放鬆您的身心靈。「TAVAJUN BAY 海灘野餐」，前往飯店私人海灘來在大自然環抱下

享用美味野餐，讓自身投入藍天碧海的懷抱，體驗最不一樣的度假生活。另外度假村更有許多水上或水

下活動供您選擇，讓您體驗最悠閒放鬆的南洋海島度假生活。 

（以上活動有些須付費，敬請參考房間內飯店指南手冊） 

 

 
飯店安排以亞庇市中心法國ACCOR集團管理之國際連鎖品牌四星級美居飯店 或 四星級阿凡奇歐飯店

二晚，再搭配 YTL 集團豪華佳雅島度假飯店二晚，讓您以最經濟的預算享受最高檔的住宿品質以及購物

逛街的便利性。 

國際四星級美居飯店 Mercure Kota Kinabalu City Centre 

美居酒店位於沙巴州首府亞庇市中心，步行即可到達銀行、購物中心、餐館、旅遊景點和歷史悠久的傑

西爾頓角海濱。前往新的會議中心也很方便。此外，酒店距離亞庇國際機場僅 15 分鐘車程。亞庇以其

奇異的歷史、美麗的海灘、島嶼、珊瑚礁和優越的地理位置而著稱，擁有豐富的活動和世界一流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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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級阿凡奇歐飯店 AVANGIO  HOTEL  

阿凡奇歐飯店是一家擁有 103 間客房的四星級酒店，位於 Kolombong 著名的工業走廊的中心地帶。酒

店設有全日餐廳、休息室、酒吧、泳池酒吧、3 間會議室、Mac 商務中心和宴會廳，是商務和休閒旅客

的理想目的地。休閒設施包括健身中心、室外游泳池、SPA 和康體中心上的淺水池。所有客房和公共區

域均提供免費高速 WiFi。 

 

世外桃源佳雅島度假村 GAYA ISLAND RESORT 

由 YTL 集團經營的佳雅島度假村（Gaya Island Resort）藏在受保護的紅樹林遮蔽的珊瑚礁中，坐落在

東姑阿都拉曼海洋國家公園最大島的佳雅島原始的沙質海灣上。所有的別墅客房坐落在島上古老雨林的

山坡上，面對一覽無餘的神山輪廓。度假村擁有年輕的氛圍和陽光燦爛的時光，與自然環境和諧地融為

一體，擁有一系列山坡別墅，從紅樹林和周圍的樹冠到神山的輪廓，一覽無餘。別墅的室內設計既現代

又優雅。度假村不論陸地和海洋中均可讓您與自然世界親密的接觸，為您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婆羅洲悠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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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度假生活。佳雅島度假村致力於生態永續發展的實踐，以最大程度減少其在環境中的碳足跡。因此

您來這裡可以好好享受芬多精充裕的步行勝地。 

 

 
新布蘭鹹蛋螃蟹+螃蟹火鍋海鮮餐+桔仔冰 

沙巴螃蟹是最具代表的海鮮美食，而我們更用盡心思找亞庇新布蘭海鮮餐廳做出各種不一樣的螃蟹美食，

我們特別請新布蘭餐廳廣東主廚大展廚藝，烹煮粵式美味獨特鹹蛋螃蟹在配上新鮮原汁的螃蟹海鮮火鍋，

以及各式美味海鮮，不論色、香、味一應俱全，保證讓您對沙巴美食留下永無抹滅的回憶。 

 

興旺老虎蝦(每人一隻)螃蟹海鮮餐+桔仔冰 

肉質鮮甜又彈牙且價格不輸龍蝦的沙巴獨特老虎蝦，經由粵式主廚精湛的廚藝，炒濕奶油將其鮮甜美味

更拉高了一個層次，每人一隻讓您滿足口腹之慾，再搭配其他生猛海鮮美食以及酸甜沁涼的桔仔冰每人

一杯，讓您一次品嚐沙巴最鮮及獨特的美味海鮮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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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雅島度假村美食饗宴 

吃的方面，在佳雅島度假村亦是項重要的一件事，擁有多個餐廳提供不一樣的用餐方式之外，您還可依

照自己的需求額外付費訂製特別的浪漫燭光晚宴。早餐，是一天活力泉源的開始，度假村提供豐盛的自

助早餐，各式精緻美味的餐點供您選擇，保證讓您一天幸福滿滿。午餐，您可以選擇飯店精心準備的套

餐之外，您亦可選擇不一樣的私人海灘野餐方式，讓吃飯變成一種愜意的享受。晚餐，自助百匯肯定讓

您白天消耗的體力，在豐盛各式佳餚補充之下，恢復你所有的能源。不管是自助餐或是套餐，除了感受

到美味之外，還多了點細心、精緻！(晚餐若用餐人數不多時，則改為套餐方式服務)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069 台北/亞庇 08:00 11:15 3時15分 

第五天 馬來西亞航空 MH068 亞庇/台北 17:45 21:05 3時15分 

**如遇航空公司冬、夏令航班時間更新時，實際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機票開立後無任何退票價值，敬請特別注意** 

**航空公司隨時會有提前開票通知，報名付訂時敬請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姓名以利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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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GO 防水袋每人一個、接機礦泉水一瓶(環保愛地球，請重複使用寶特瓶)、水果冰棒一支。 

 
第一天  台北/亞庇–皇朝餐廳港式飲茶無限供應–Imago Shopping Mall 購物中心–市

區觀光(途經回教水上清真寺–普陀寺–沙巴基金會大廈)–飯店自助晚宴或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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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個大早，懷著愉悅的心情前往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集合，準備展開一個休閒度假又不失刺激好玩的

『南洋婆羅洲美麗假期』。隨即搭乘『馬來西亞航空』飛往北婆羅洲另一個海路通道，也是沙巴州主要首

府－亞庇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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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特

別安排市中心四星級凱城飯店享用獨家的皇朝港式飲茶吃到飽，藉此開啟您沙巴美食享受的序章。 

【水上清真寺】：建築在水上而且巍峨壯觀的回教清真寺，湛藍色的圓形屋頂白色的主體建築，在寬廣的

湖面上，構畫成一副美麗的圖畫，已成為來到此地的旅人相機的焦點。 

（僅能在外拍照，每人 RM5 元本行程已包含；如欲入內參觀需自行購票並租借黑袍穿著） 

【華人普陀寺】：大雄寶殿構築宏偉（入內需拖鞋、帽），可容納約 5,000 名信徒的沙巴普陀寺：為華人

出資在當地興建的佛教寺院。寺內建材多由中國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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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基金大廈】：全球僅四座的圓形拖曳式建築物－沙巴基金大廈。這高科技的建築物是世界少數幾

座之一，所以您非得跟它合照不可。（此建築為當地政府辦公大樓不對外開放，故無法進入參觀） 

【IMAGO 國際商城】：目前亞庇市眾多商城中最大也是最多店家聚集的國際購物商城，商場內包含各國

名牌精品旗艦店，世界各地美食，以及電影院、超級市場…，應有盡有，讓您滿足度假額外的享受喔！ 

傍晚時分專車前往飯店辦理入住。晚餐於飯店內享用自助晚餐或套餐。 

※若本日住宿四星級美居飯店 Mercure Hotel 時，本日晚餐於飯店泳池畔餐廳享用風味套餐。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皇朝港式飲茶無限供應 晚餐：飯店自助晚宴或套餐 

住宿：四星級美居飯店 MERCURE HOTEL 或 阿凡奇歐飯店 AVANGIO HOTEL 或同級 

============================================================================ 

第二天  龍尾灣 Kelly Bay 海角樂園歡樂派【竹筏遊紅樹林、趣味捕紅蟳、天才小釣手、

獨木舟探秘、衝浪板、香蕉船巡曳、吹箭比賽、蠟染製作、咖哩烹飪教學】–興旺餐廳老

虎蝦(每人一隻)螃蟹海鮮餐+桔仔冰 

興奮的一天又來臨了，早餐於飯店內享用後，打包好行李辦理退房手續，換上您絢麗多彩的比基尼，跟

著熱情洋溢的導遊，我們一同向北前往沙巴最美最棒的海角新樂園【龍尾灣 Kelly Bay】享受無限次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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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船、快艇衝浪板、獨木舟無限歡樂…。 

【亞達竹筏紅樹林生態】：搭乘竹筒及木頭製作的大型竹筏順流度過紅樹林原生保護區，欣賞生態豐富

的紅樹林以及藉由導遊介紹紅樹林的繁衍及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之外，亦可欣賞沙巴美麗的河光景色，

多了一分愜意也多了一分知性。 

【趣味捕紅蟳體驗】：利用特製的捕撈漁網，放個餌料之後隨即拋入河道中，等待一些時間後再來收網，

這是當地原住民巴夭族特別的捕抓魚蟹的方式，一種願者自來不強求的愛護自然觀念，不會有過度捕撈

的情形，亦造就了樂天知命的生活習慣。 

【獨木舟、香蕉船、快艇衝浪板無限歡樂】：來到海角樂園豈有不玩水上活動的道理。在這裡我們特別安

排香蕉船、快艇衝浪板、獨木舟任您無限歡樂暢玩，讓您歡樂一整天。 

【蠟染製作、釣魚、沙灘吊床、馬來藤球、沙灘排球、吹箭】：若是水上活動不是您所喜愛，這裡亦提供

了沙巴獨特的蠟染製作，讓您自由發揮創意，製作一幅您個性畫作；亦或者體驗一下沙巴原住民吹箭狩

獵的生活方式，比看看誰的準度比較好。或者可以拿著釣竿在河畔邊，一邊聊天或者望著遠方藍天綠地，

享受一種與世無爭的愜意生活。或者三五好友邀約來一球馬來藤球比賽或者沙灘排球廝殺，活動活動筋

骨讓自己享受一下痛快揮汗。累了，就在一旁的沙灘吊床上享受微微的海風吹拂，這也是一種快樂人生

的享受。午後專車返回飯店好好梳洗並休息一下。今晚我們特別安排興旺餐廳享用生猛老虎蝦螃蟹海鮮

餐，讓您品嚐沙巴最道地最好的海鮮美食，更讓您吃得健康。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南洋風味套餐或自助餐 晚餐：興旺老虎蝦(每人一隻)螃蟹海鮮餐+桔仔冰 

住宿：四星級美居飯店 MERCURE HOTEL 或 阿凡奇歐飯店 AVANGIO HOTEL 或同級 

============================================================================ 

第三天  亞庇－River Bug 驚險刺激九如河泛舟之旅+ZIP BORNEO 高空飛索橫渡九如

河+綠林原野午餐–市區碼頭~佳雅島度假飯店、欣賞醉人的無敵日落美景 

早餐後，專車前往神山半腰處展開驚險刺激又安全的九如河泛舟之旅，本公司精選安全性高，合乎馬國

政府認證的 RiverBug 泛舟公司（這是一般低價團體不使用的高級泛舟公司，讓您玩得開心更有保障！）。 

【River Bug 九如河泛舟】：抵達泛舟區時，隨即領取船家為您準備的泛舟裝備〈救生衣、安全頭盔、船

槳〉，並進行分組，四至五人一組配上一個風趣的專業猛男教練，隨即展開在湍急的河流上進行一趟泛舟

冒險之旅。大夥聽從教練同心協力努力往前划，時而向左，時而向右。請注意，旁邊的船可能會噴水襲

擊，或以船槳勾您下水。大夥一定要展現同舟共濟的精神，一同衝破急流以及任何外來的襲擊，必要時

也要適時的展開反擊，就在這此起彼落的水戰尖叫聲中，順流而下，更要隨時注意在岸旁的工作人員隨

時會拿著攝影像機捕捉各位趣味的身影，一定要擺起您最美、最帥的表情與姿勢，因為在終點用餐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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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家欣賞的喔。午餐享用泛舟公司提供的原野綠林燒烤風味餐。（請準備一套衣物於泛舟公司盥洗室

梳洗） 

午餐後我們稍作休息，享受這置身幽谷中享受潺潺流水及蟲鳴鳥叫合奏，隨後我們即將展開另一種目前

最好玩的刺激體能挑戰【高空飛索】橫渡九如河，聽從專業教練的指示，穿上安全裝備放膽的爬上高塔，

此時意氣風發的您，順勢由上往下滑行過河，速度之快讓您胡亂尖叫一番，還搞不清楚就已經抵達河的

另一岸，隨即再到另一端在展開飛行，此次您就可好好享受猶如飛虎隊一般英勇快速穿梭山谷的樂趣。

隨後前往市區碼頭搭船前往東姑阿都拉曼海上國家公園上 YTL 集團的高級度假飯店～佳雅度假村。低調

奢華的南洋度假生活就此展開。黃昏時刻可與三五好友前往沙灘上漫步，欣賞自然生態紅樹林及黃昏時

刻無敵的落日美景。 

備註： 

★本日原則上搭乘 16:00 或 18:00 的接駁船前往佳雅島度假飯店，船程約 40 分鐘左右。 

★佳雅島度假飯店的房間均是一張大床的房型，每房最多容納人數為 2 大人+1 小孩不佔床，飯店不提

供加床服務。 

★佳雅島度假村 Feast Village 提供之餐食型態會依當天使用人數提供套餐或自助餐。若要加價升等到  

Omakase 餐廳(可容納 12 人)或 Fisherman’s Cove 餐廳(可容納 30 人，僅限 16 歲以上才可進入)，  

每人須加收 NTD3500 元(需於台灣付費)；沙灘 BBQ 每人加收 NTD3800 元(需於台灣付費)。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綠林原野自助餐 晚餐：FEAST VILLAGE 餐廳 

住宿：頂級佳雅島度假飯店 GAYA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 

第四天  GAYA ISLAND 珊瑚區浮潛探索、贈送飯店舒壓按摩 50 分鐘、熱帶雨林漫步、

星空電影 

不需晨喚的早晨、逍遙漫遊 No Morning Call，讓您享受南洋慢活的節奏！早餐後，您可事先與飯店預

約安排浮潛探索，在飯店人員的帶領下遊覽島嶼四週的水下景色，徜徉於海洋與大自然之中，這是度假

村內最經典的活動，他們想以此告訴大家佳雅島的美麗，以及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海洋國家公園浮潛】：飯店提供浮潛裝備免費一小時租借，您可以前往大廳與櫃檯聯繫租借並於飯店

規定之安全海域進行浮潛活動，您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海洋景觀以及非常多種類的熱帶魚。 

【Feast Village 餐廳】：整天全天候提供多國異國料理的美食餐廳。鄰近游泳池，可觀賞到神山和周邊

海灘的景色，此餐廳更可容納多達 160 人。 

【Tavajun Bay 野餐】：離島餐廳使用午餐，飯店將會安排專船將您送至只屬於 GAYA RESORT 的私人沙

灘，在這裡可享用獨特陶器所烹煮出來的異國料理，當然也有令人消暑的冷飲。除此之外，飯店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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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住房客準備精緻的野餐籃，讓你享受體驗在私人沙灘野餐的感覺喔！享受另令人陶醉的海邊午餐。此

活動請在入住時提前預約。 

【叢林探祕】：須事先與度假村的服務台登記並於約定時間前往指定地點集合，我們一同跟著度假村的

導覽人員展開熱帶雨林探祕。另外更別錯過度假村內超五星級的 SPA 服務，我們特別贈送各位享受頂級

舒壓按摩 50 分鐘，藉由專業的按摩師輕巧又不失勁道的雙手按摩，讓長期緊繃的肌肉徹底放鬆，整個

人也精神百倍。若您還想放鬆一下自己，您可選擇在一個充滿現代感的池畔酒吧小酌，望見游泳池和浮

動的小屋。可以在下午時段自費點杯飲料一邊欣賞日落夕陽緩緩消失在海平面的絕佳美景。佳雅島度假

村的夜晚亦是非常美麗的，除了可以在房間內享受二人浪漫時光外，您亦可前往位於大廳附近的草皮上，

或坐或躺欣賞精彩的露天星光電影，伴著滿天星斗，海浪輕奏，微風徐徐吹撫，精彩的電影情節，讓您

更加沉醉在這悠閒的慢活南洋樂活中。 

備註： 

★住宿二晚以上者度假村贈送舒壓按摩 50 分鐘之服務，若團體超過 10 人（五間房）以上恕無法贈送此  

活動。   

★飯店舒壓按摩僅提供每房二人，時間以飯店安排為主；未滿 16 歲小孩不論佔床與否，不提供此項服  

務；若自行放棄者不另行退費。 

★浮潛用具免費一小時使用，超過需付租金 RM20(浮潛活動需於特定區域，無導遊或指導人員服務)，從  

事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依照規定穿戴救生衣具。 

★獨木舟需另自費，單人每小時 RM25，雙人每小時 RM35，租借站立式衝浪板，每小時 RM60。 

★森林探險遊飯店導覽人員帶隊(英文導覽)，若有需要者敬請前一天與活動櫃台聯繫登記。並於當日約定 

  時間地點準時參加。 

★本日午餐若欲前往 Tavajun Bay 享用野餐，敬請於入住時預先告知櫃台，以利安排；一旦預訂後，敬 

  請準時於約定時間及地點報到，但若遇天候狀況不良時無法前往，則改回 Feast Village 使用。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FEAST VILLAGE 套餐或 TAVAJUN BAY 野餐 晚餐：FEAST VILLAGE 餐廳 

住宿：頂級佳雅島度假飯店 GAYA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第五天  佳雅島度假飯店→市區碼頭–榴記土產店巡禮+美味下午茶點–手工巧克力店–亞

庇國際機場/台北 

住在這度假村本來就是不需要 Morning Call 的，輕鬆的享受這南洋慵懶時光，於度假村漫步、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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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呆、或是前往飯店的圖書館看書，或者坐在房間或大廳或海邊發呆，人生不就是如此愜意嗎？午餐於

飯店內享受後，隨即搭乘接駁船返回市區碼頭。 

【榴記土特產店+下午茶點】：隨後專車前往沙巴榴記土產店自由選購南洋的喔米丫給贈送親友；榴槤糕、

榴槤糖、芒果乾、芒果酥、各式各樣的咖啡、肉骨茶、燕窩、沙嗲魚、以及馬來西亞的人蔘「東格阿里」

應有盡有，最重要的是價格公道，品質又有保證，讓您送禮自用兩相宜。逛累了，您不用擔心，店家更

貼心的為我們準備了美味可口的下午茶點，這些可都是他們最受歡迎的咖啡茶點，讓您可以好好品嚐。 

【巧克力店選購】：馬來西亞盛產可可，而且更是亞洲巧克力主要出口國家，不論是香醇的純巧克力、黑

巧克力，更要推薦給您的就是香甜不膩的水果巧克力（榴槤、芒果、草莓…等）保證讓您愛不釋手，更

是您送給親朋好友最佳『伴手禮』。 

之後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揮別這墬入凡間的天上人間－沙巴，讓「風下之鄉」－沙巴的美麗景色，裝

入您的行囊，隨後專車接往機場，搭乘班機返回台北，結束愉快的旅程，畫下另一次相約的句點。 

備註：★佳雅島度假村返回市區碼頭，預計安排 13:00 船班。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FEAST VILLAGE 套餐或 POOL BAR 美式套餐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SWEET HOME 

============================================================================ 

【若因天然及不可抗拒之因素、導遊保有變更行程順序之權力，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規定成行率為百分百，機票無退票價值，敬請各位貴賓特別注意。 

★報名時需事先支付本公司機位訂金，以確保機位優先使用之權利，淡季期間需報名三天內支付、寒暑

假需二天內支付，過年及一般連續假期需一天內或以本公司網路或業務口頭告知為準；否則本公司有

權收回機位使用之權利。 

★本行程已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保險雜支等；不含個人當地私人花費及小費。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

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依當地視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 

★報名人數若為單數時，須以加床或補單人房差處理〈若出發人數達到 16 人時，自然落單可與領隊同房

住宿〉 

★本行程報價最低出團人數為 4 人以上(含)，若出團人數滿 16 人〈小孩不佔床不列入計算〉，本公司亦

會派遣合格領隊隨團服務；若當團人數不足 16 人，則台灣將不派領隊隨行，改以 MINI TOUR 型態進

行，並由外站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團體是否成團本公司將依照觀光局制式

合約規定於出發前七日通知，若不成團時本公司將退回訂金或協助轉團） 

★旅客自費參加任何水上活動，自身安全敬請自行負責，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民事之責任，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如 4 人以上，10 人以下，餐食將略有更動，中式料理 4-6 人以 4-6 菜 1 湯為主，7-10 人以 6-8 菜 1

湯為主。 

★住宿飯店及順序以國外旅行社確認為主，不得指定；一般淡季期間本公司不事先預訂飯店，待旅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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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並支付機位訂金時，本公司隨即開始國外飯店訂房作業〈作業時間約 3~5 個工作天〉，若本行程指

定飯店無法確認時，旅客可選擇本公司退回機位訂金或加價升等其他飯店之選擇；若飯店一經訂房確

認回覆，旅客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訂房，否則需支付本公司任何損失之全部或可自行找人替代或委託

本公司代售〈若旅客選擇委託本公司代售時，若在出發前無法銷售時，旅客亦須無條件支付本公司飯

店取消費用之全部〉。 

★寒暑假或農曆春節或聖誕新年或當地連續假日期間，當地旅客人數暴增時，會發生旅遊景點、餐廳、

搭船或搭車，人數增加，需花時間排隊等待，造成不便之處，需請各位貴賓耐心並保持愉悅的心情等

候，以確保旅遊更加順心。 

★本行程報價已包含馬國飯店消費稅 RM20(每晚每房)及旅遊稅 RM20 (每人)，各位貴賓無需另行支付。 

 

取消相關規定： 

★取消及變更之費用：因閣下需求更動，當訂金付清後，訂位即被視為確定。取消及變更訂位可以電話

再補以書面告知，若有任何機票或飯店取消費用，需由各位貴賓全額自行負擔，其餘再依循酌收下列

費用： 

  出發前 21—30 天通知者，收取總價之百分之二十。  

  出發前 11—20 天通知者，收取總價之百分之三十。 

  出發前 4—10 天通知者，收取總價百分之五十。 

  出發前 3 天或之後通知者，收取總價百分之百。 

※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規定成行率為百分百，機票無退票價值，敬請各位貴賓特別注意。 

★行程為團體操作，故須「團進團出」不得延回、不得累計哩程數、機票開立後無法辦理退票或更改；

一旦繳交訂金後恕無法退費或轉團或延期，敬請見諒。 

★飯店一經訂房確認之後，需百分百使用不得取消訂房，否則飯店將收取全程之住宿費用。〈若旅客所付

訂金不足負擔飯店費用時，本公司有權追討其它不足之費用〉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

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本公

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

途愉快！ 

 

★旅客必須持有效護照（回國日算起至少六個月以上期效）可享免簽證停留 15 日，並需持回程機票票根

方可入境。 

★因馬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進出台灣+進出馬來西亞全部都要使用同一本護照，強烈建議凡持多國護照

之旅客，請一律以單一護照出入境台灣及馬來西亞；否則入境馬國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孕婦滿 6 個月無法入境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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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幾乎都有付小費的習慣。（請以紙鈔給予） 

★旅行業為服務業，無底薪，所以小費一直是導遊和司機的主要收入之一，世界各國皆如此，東南亞也

不例外。以下為建議小費，敬請參考。 

★床頭之小費每房每天馬幣 2 元，旅館行李員每次每件馬幣 2 元。公共廁所亦須付費，每次每人約馬幣

20~50 分錢。 

★當地導遊及司機每人每天共新台幣 100 元。領隊每人每天新台幣 100 元。如團體未滿 16 人，未派領

隊時，每人每天需支付導遊新台幣 200 元。 

★目前亞庇各大飯店均有提供大浴巾租借服務，每次租借費用約馬幣 5~10 元，費用依各大飯店櫃檯收

費為主。〈大浴巾是飯店提供的一項服務，所酌收的費用是清洗費用，若被不慎遺失時，須付高額賠款

予飯店，敬請各位貴賓妥善保管〉 

★因馬幣兌換不易之故，敬請攜帶台幣於馬國當地向導遊兌換〈台幣 1000元約可兌換馬幣 100~130元，

匯率時常變動，請以當地導遊兌換為主〉 

 

 特別叮嚀  

★入住飯店時，沙巴當地飯店大部分會請旅客刷卡抵押，若無任何消費在於退房時會自動取消刷卡，敬

請貴賓知悉！ 

★沙巴旅遊係屬自然生態及出海行程居多，很多景觀、生物或行程幾乎都是天然生成或野生生物，亦會

受天候狀況影響；故本公司之行程敘述均是屬於個人旅遊當時的感受，並非永遠景緻相同或海底生物

永遠聚集於此，故無法保證各位貴賓一定可以欣賞到相同景緻或海底生物。 

★沙巴出海行程會受天候狀況影響，若天候狀況不良已達當地政府公布禁止出海，本公司將行程變更之

權利授與當地導遊處理安排，敬請各位貴賓配合。 

★現今地球暖化、氣候驟變，已無法按照常態判斷何時是雨季或台灣季節，且本公司亦無法預測大自然

變化之能力，故任何當地天候狀況之情況，敬請自行參考馬來西亞國家氣象局或全球氣象預測。 

★沙巴旅遊出海行程居多，本公司強烈建議各位貴賓於出海時務必穿著救生衣，並請勿在快艇或離島上

奔跑、跳躍、嬉鬧；乘坐快艇時請依序慢慢登艇並左右二邊坐平均，有關所有個人物品，敬請個人自

行看管，當地導遊及所有工作人員不負看管之責任。 

★沙巴基礎建設不比台灣先進，各項資源相當欠乏，故不論飯店、遊覽車、餐食、快艇及當地政府建設

均比台灣差，敬請各位貴賓要有入境隨俗的觀念。 

★沙巴當地遊覽車及快艇均無廁所設備，空調冷氣只有開與關的模式，導遊講解及宣布任何事項時，敬

請各位貴賓耐心安靜聆聽，若有不懂或不清楚時，敬請自行再詢問導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沙巴飯店目前均規定室內及房間陽台均是禁止吸菸，室外空間亦有規定特定空間吸菸，敬請各位吸菸

貴賓遵守相關規定；出海時，亦請勿亂丟垃圾，以免受罰。 

★沙巴當地操作若本公司出團人數不足 16 人時，會於當地合車合船操作，敬請各位貴賓於導遊宣布時

間提前於指定地方集合，以免影響到下一個飯店之客人；若有發生等待時間，敬請各位貴賓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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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導遊大多是當地華裔，在這單純環境生活一段很長的時間，故思考邏輯以及表達方式比較無法符

合台灣貴賓的要求，若在言語上表達有所不良或冒犯，均屬非故意行為，亦請各位貴賓於當場直接告

知，導遊均會虛心接受。 

★參加本公司沙巴旅遊之旅客，請於出發當天飛機起飛時間前至少二個小時，抵達桃園國際機場主動與

本公司委託之送機人員電話聯繫並與之碰面拿取電子機票；若未主動與送機人員聯繫並拿取電子機票

而造成無法入境沙巴者，恕本公司無法處理負責。 

★沙巴入關時，海關人員有時會要求旅客打開行李或包包檢查，敬請各位貴賓配合！其他沙巴政府規定

之免稅菸酒及現金攜入額度，敬請自行上網查詢沙巴旅遊局之相關網站。 

★沙巴係屬回教國家地區，吸食毒品或攜帶毒品係屬非常嚴重之犯罪行為，請勿以身試法！亦請勿替不

認識的人攜帶行李或包包。 

★沙巴飯店及遊覽車上禁止攜帶榴槤入內，敬請各位貴賓知悉並配合。 

★沙巴之遊覽車第一排座位係屬導遊及領隊乘坐區，敬請各位貴賓從第二排座位坐起！另外，任何貴重

私人物品敬請隨身自行保管好，尤其離開遊覽車時請務必隨身攜帶，若於車上遺失時，本公司及當地

旅行社不負遺失賠償之責任。 

★在寒暑假即農曆春節期間，前往九如河泛舟之行程，因當日也會使用泛舟公司的遊覽車接駁，即使是

整團人數亦可能會與其他團體合車前往，敬請各位旅客知悉。 

★本公司使用沙巴之旅遊用車均屬合法車輛，亦會依照團體人數派車，絕不會有發生超載之情形。 

★各位貴賓於沙巴旅遊期間，若有自行跟導遊或當地店家購買任何自費活動或物品，敬請詢問清楚價格

及內容並自行審慎考慮後再決定，若有任何糾紛係屬個人行為，均與本公司無關。 

★依照觀光局規定旅行社須代為各位貴賓投保 200 萬履約責任險及 3 萬醫療險，但本公司已為各位貴賓

加強投保 500 萬履約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本行程所用之圖片均屬沙巴當地【參考示意圖】並非本行程一定會帶您前往，敬請各位貴賓知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