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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港龍》
「天空之鏡」
‧椰殼岩仙洞‧魚米之鄉適耕莊
怡保舊街場‧凱利古堡‧
「大豐收宴」地道美食
莊‧

MKX5KK1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世界奇觀‧壯麗秘景之旅】

‧

怡
保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馳名海外，可惜距
離遙遠，現在若想一睹這個稀有美景，近在
馬來西亞亦能找到這一大片「天空之鏡」。

天 空

之 鏡

位於瓜拉雪蘭莪附近的一個海灘，每逢農曆
初一、十五的前後數日，海水大退潮之時，
海中央會浮現淺灘，可以清楚看到反映天空
的倒影，海天一色，頓時令人分不出天與地。
但這個奇景只出現數小時，相信沒有人想錯
過最美時刻。你們的相機、打卡 pose 都準
備好了嗎？

MKX5KK1：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生效

人氣行程
舊街場文化城
滿街壁畫！富趣味的街道藝術
舊街場是怡保最早發展的地方，現今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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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立陶宛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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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保舊街場作為白咖啡的發源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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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令人欲罷不能，一杯接一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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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旅程添上幾分
文藝色彩。

經歷漫長歲月的天然藝術品‧椰殼岩仙洞
馬來西亞最大的天然石灰岩溶洞之一，據說公元八千年前已經存在。洞深約 1.5 公
里，由五個圓頂洞穴組成， 因形狀與椰子殼相似而命名。每個洞穴的溫度、水深、
石灰岩和大理岩的成分各有不同，組織成錯綜複雜的天然紋理，也形成各種形態的
鐘乳和石筍。約 45 分鐘的參觀路線中，在洞內燈光的襯托下，您可以發揮想像力，
發現很多鐘乳石，與動物或海洋生物非常神似。

恬靜田園風光‧魚米之鄉適耕莊
鄰近海邊的純樸小鎮，以種植及生產稻米為主。除了恬靜的稻田風光外，村民還會
依靠海洋捕獲海產，所以有「魚米之鄉」的稱號。遠離市區的煩擾，看著一大片綠
油油，或者金黃色的稻田，既寫意又治愈心靈。適耕莊還有米廠及稻米展覽館，擺
設了不同年代的農作工具及展區介紹，讓大家了解種植稻米，由播種、收割直到製
作成米的生產過程。

椰殼岩仙洞

魚米之鄉適耕莊

地道美食
盤滿缽滿「大豐收宴」

西施柚子街

大豐收宴準備過程十分繁瑣，每天只能推出 10 份。豐
收宴共有 8 道菜，所有餐點分配在兩層的龍船盤上，
每顆鮑魚、干貝和蝦球置入湯匙中，賣相精緻豪邁兼
備，食材多元萬化，剛端上餐桌，每人都紛紛拿起手
機先「影」為快，接著再細細品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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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豐收宴
豐收魚卷
奶油石斑魚肉
沙律雜果龍蝦肉
八寶羅漢
水晶蝦球
毛瓜瓤干貝
鮑魚燜翅唇
豐收烤雞

亞羅美食街
如果想品嚐最地道的馬來西亞美食，必定
要來超過 50 年歷史的亞羅街，兩旁佈滿
大排檔和小食攤檔。小店售賣過百種地道
美食，包括串燒沙爹、燒雞翼、印度煎餅、
豬油渣炒麵等，可盡情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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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號碼:350217 MKX5KK1(OCT-1)-ITX2019 製表日期: 6 AUG 2019

早餐 
DAY1

吉隆坡 ~ 太子城行政中心 ~ 粉紅清真寺(整棟寺身呈
柔美的粉紅色，在清真寺中絕無僅有)備註 ~ 首相署(外觀) ~

午餐 

晚餐 

～

清蒸
河八丁魚皇
2kg

香港

太子廣場 ~ 太子橋
DAY2

乘船前往瓜拉雪蘭莪，船程約 1 小時(沿途觀賞候鳥群、紅樹林
及天鵝島) ~ 天空之鏡(請自備短褲、拖鞋及防曬用品)備註 ~
魚米之鄉【適耕莊】(展示出完整的製米過程，亦可將一大片稻田攝
入鏡頭，拍低難得的田園風光) ~ 參觀米廠及展覽館

酒店 備註

【連泊 2 晚吉隆坡】
Velocity

天空之鏡流程圖

velocity.sunwayhotels.com 或

Oakwood

約 06:30 從酒店出發

備註

 前往天空之鏡記得帶齊三寶：
短褲、拖鞋、防曬用品
 可自行準備一些拍照道具帶
至天空之鏡，如彩虹雨傘等

 在車上或在碼頭食用早餐餐盒
 可以換上適當的裝束準備上船
 換下來的裝束可置放於車上，
貴重物品請跟身

www.vehotel.com 或

漁村海鮮

約 08:00
到達碼頭

早餐盒

～

風味餐
+椰花酒

Vivatel
www.vivatel.com.my

安排乘船前往天空之鏡

約 09:00 到達天空之鏡

 船程約 1 小時
 由於上下船隻時會比較搖晃，所以此行程
較不建議 2 歲以下的小童前往，敬請留意

 屆時會有專人免費協助拍攝照片，與天空之
鏡一同拍下一張張美照，會更有趣
 細心安排停留 1-2 小時，充足時間拍攝美照

約 11:00 天空之鏡行程遊覽完畢
DAY3

怡保 ~ 國家皇宮(外觀) ~ 獨立廣場(1957 年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統

【怡保】

治，在廣場首次升起馬來西亞國旗，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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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乳膠天然工房 ~
怡保西施柚子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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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條街也是柚子店，
清新果香撲鼻而來) ~ 舊街場文化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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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遊)(有「怡保泰姬陵」之稱) ~ 市政廳
DAY4

吉隆坡 ~ 凱利古堡(包門票)(歐式建築風格的凱萊古堡建於 1915

Kinta Riverfront
www.kintariverfront.com.my/

或
M Roof
mroof.mboutiquehotels.com

【吉隆坡】

酒店內

年，但當年古堡主人因病離世而沒有完工。古堡裡有很多秘室及秘密地
道，令這裡加添神秘色彩) ~ 椰殼岩仙洞(馬來西亞最大的天然石
灰岩溶洞之一，由五個圓頂洞穴組成，天然紋理錯綜複雜，形成各種形
態的鐘孔和石筍)備註 ~ 林明記肉乾店 ~ 咖啡朱古力店
DAY５

怡保
大豐收宴

巴生肉骨茶
+胡椒豬肚湯

VE Bangsar
www.vehotel.com 或

Oakwood
www.vehotel.com 或

Vivatel
www.vivatel.com.my

吉隆坡 ~ 土產店 ~ 三井國際 OUTLET 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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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

黃金麵包雞
+醉酒蒸蝦

【吉隆坡來回】


1)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空公司由 10 月 26 日起採用冬令時間，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香港
吉隆坡
KA731/KA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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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12:50
12:30/16: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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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
香港
KA7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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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0
21: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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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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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遇粉紅清真寺休息時間或祈禱時間，未能內進參觀，將安排外觀遊覽拍照，敬請留意。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bit.ly/2YEaPL0
8) 如在酒店出發前，知悉天空之鏡地區有天氣變化，基於安全考慮，
會予以取消並改為前往【吉隆坡塔(包入埸)+AQUQRIA KLCC 海洋水族館(包入場)+晚餐】，敬請注意。
9) 如抵達碼頭後，才出現天氣或環境變化而導致未能出海，或出海後才發現不能落船的情況下，則改為前往【觀看餵老鷹】，敬請見諒。
10) 從酒店出發的時間或會因潮水漲退時間而有所提前或退後，一切以現場安排為準，敬請見諒。
11) 如椰殼岩仙洞因天氣情況而未能前往，行程將改為遊覽霹靂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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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精彩資料，
請以右方 QR CODE 下載:

溫馨提示：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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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
，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