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來西亞參訪交流團 
 

一. 團別說明 

時間：2018年 1月 28日至 1月 31日，四天三夜 

 

為促進台馬多面向交流，本活動跨校、跨領域邀請各界共同參加，分別安排 

(1)工程參訪團(教授研究人員與業界人士)、(2)大學交流團(大學與中學師生)、(3)觀光交

流團(不拘)，三團成員搭乘相同班機、住宿於相同飯店，但日間三團各自依目的而有不

同行程，使各團成員於工作、學習或旅遊之同時，能與家人及朋友共享快樂時光。 

 

四日緊湊行程後，如時間許可之成員，仍可選擇參加後續之二日延回觀光團。 

 

主辦單位：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5759   旅品保  北 0704) 

協辦單位：臺馬專案管理與數位科研中心、淡江大學工程法律研究發展中心 

 

報名截止日：2017年 12月 5日 

團別 適合對象 主要行程 團費(台幣) 

工程參訪團 工程相關產業或希

望該產業跨領域交

流之教授/研究人員

/業界人士 

英國雷丁大學馬來西亞分

校，1地方政府，1 開發商，

1 工程顧問公司，1 營造廠 

26,200(含稅) 

大學交流團 有意與英國大學或

馬來西亞大學交流

之大學師生或中學

師生 

參訪英國雷丁大學馬來西亞

分校之不同學院、科系、研

究室、實驗室、與教授和學

生會面和參訪其他英國大學

於馬來西亞之分校 

26,200(含稅) 

觀光交流團 有意與工程產業人

士或大學中學師生

交流之各界人士 

觀光旅遊外，三團成員搭乘

相同班機、住宿於相同飯

店，但日間三團各自依目的

而有不同行程，使各團成員

於工作、學習或旅遊之同

時，能認識各界朋友，並與

家人共享快樂時光。 

 

27,900(含稅) 

 

 

延回觀光團 上述三團擬增加二

日觀光交流行程者 

觀光景點 

 

原團費+4,600(含稅) 

 

 

備註：費用 

※包含：來回機票＋稅金、國外交通、膳宿、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旅平險(200萬+20萬) 

        旅責險(500萬+20萬)、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不含：出發地至機場接送、護照新辦 1500元、旅館床頭與行李小費、個人選擇性消 

        費。 



二. 航班時刻表 

 

團別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工程參訪團 

2.大學交流團 

3.觀光交流團 

4.延回觀光團 

2018/01/28 

〔星期日〕 

長榮航空 

BR215 

桃園 新加坡 09:55 14:30 

1.工程參訪團 

2.大學交流團 

3.觀光交流團 

2018/01/31 

〔星期三〕 

長榮航空 

BR216 

新加坡 桃園 15:45 20:15 

4.延回觀光團 2018/02/02 

〔星期五〕 

長榮航空 

BR228 
吉隆坡 桃園 15:25 20:05 

 

三. 工程參訪團 Professional Group 

(一) 1/28/2018 (Sunday星期日) ：同大學交流團、觀光交流團 

桃園 / 新加坡 - -新山  BR215  09:55 - 14:30 

今日搭機飛往有《城市花園》美稱的新加坡，抵達新加坡機場後，我們將派人接機搭乘巴士前

往馬來西亞新山下塌飯店，隨後您將自行展開精采的馬來西亞新山之旅。 

14:30-16:00   新加坡入關，領行李。 

16:30-18:00   新柔長堤 Johor-Singapore Causeway。新加坡出關。 

18:00-19:30   新柔長堤 Johor-Singapore Causeway。馬來西亞入關，安檢。 

19:30-21:00   新山用餐，飯店 check in。 

早餐：X         午餐：機上精緻簡餐         晚餐：中式合菜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二) 1/29/2018 (Monday星期一)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0900-1000  Welcoming speech歡迎致辭 

 Introduction of Taiwan Group 

台灣團介紹 

 BIM AR/VR Research Results 

BIM AR/VR研究成果 

 Industry Trend In Malaysia 

馬來西亞行業趨勢 

 Collaboration Ideas 

 合作機會探討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https://www.reading.edu.my/ 

「英國雷丁大學大馬分校」是 

坐落於依斯干達教育城，校園

占地 15英畝，是一所結合了雷

丁大學英國總校的優良學風以

及馬來西亞獨特自然與文化環

境之大學。開辦科系:商業與法

律系、理科系(包括藥劑與心理

學)、建築環境系及研究生課程 

。 

1000-1200  Visit Forest City參觀森林城市 

http://www.forestcitycgpv.com/ 

 Collaboration Ideas 

合作機會探討 

Forest city is built on a reclaim 

island, own by Country Garden, 

China. It is part of the largest 

mixe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Malaysia.  

「森林城市」是建立在回填土

https://www.reading.edu.my/
http://www.forestcitycgpv.com/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島嶼上，由中國碧桂園集團所

擁有。它是馬來西亞最大的綜

合式發展項目的一部分。 

1200-1300  Lunch午餐  

1330-1700  Visit Iskandar Development Corp  

訪問伊斯坎達開發公司 

https://www.iskandarinvestment.com 

 Collaboration Ideas 

合作機會探討 

Iskandar Development is the 

developer of the Nusajaya new 

township in Johor State. The 

developer had develop the entire 

Iskandar region which Educity 

is part of the blueprint. It is 

interesting to explore their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this 

matter. 

「伊斯坎達開發」是在柔佛州

的努沙再也的新鎮區之開發

商。開發者開發了整個伊斯坎

達地區，教育城是藍圖的一部

分。該開發案之成功關鍵因素

是一個有趣值得探討的議題。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三) 1/30/2018 (Tuesday星期二)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0900-1200  Visit Dynaciate Engineering Sdn 

Bhd參觀鼎實有限公司  

http://www.dynaciate.com.my/ 

 Collaboration Ideas 

合作機會探討 

Dynaciate Engineering is a 

multi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mpany which provides 

construction, fabrication and 

engineering works particularly 

towards engineering based 

activities.  

鼎實有限公司為全方位之工程

營造公司，該公司提供營造、

製造以及顧問工作。 

1200-1330  Lunch午餐  

1330-1700  Visit IPM Professional Service 

訪問 IPM專業服務公司 

http://ipm.my/ipm-malaysia/ 

 Collaboration Ideas 

合作機會探討 

IPM Professional Service is the 

first franchise engineering 

services company in Malaysia. 

The company has a several 

division, including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research 

and training division, real estate 

and IT development.  

https://www.iskandarinvestment.com/
http://www.dynaciate.com.my/
http://ipm.my/ipm-malaysia/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IPM 專業服務」是在馬來西

亞第一家專營工程服務的公

司。公司擁有幾個部門，包括

工程的專業服務，研究和培訓

部門，房地產和資訊技術的發

展。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新山紙包雞風味餐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四) 1/31/2018 (Wednesday星期三) ：同大學交流團、觀光交流團 

馬來西亞新山 - 新加坡 / 桃園 BR816 15:45 - 20:15  

07:00-08:30   晨喚，用餐，退房。 

08:30-10:00   出發，新柔長堤 Johor-Singapore Causeway。馬來西亞出關。 

10:00-12:00   新加坡入關，安檢。 

12:00-13:00   新加坡用餐。 

13:00-13:45   新加坡機場。桃園。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宿:甜蜜的家 

 

四. 大學交流團 University Group 

(一) 1/28/2018 (Sunday星期日) ：同工程參訪團、觀光交流團 

(二) 1/29/2018 (Monday星期一)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0900-1200  Welcoming speech 

歡迎致辭 

 

 UoRM programme induction 

雷丁大學各科系介紹 

    https://www.reading.edu.my/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英國雷丁大學大馬分校」 

是座落於依斯干達教育城，校

園占地 15英畝，是一所結合了

雷丁大學英國總校的優良學風

以及馬來西亞獨特自然與文化

環境之大學。開辦科系:商業與

法律系、理科系(包括藥劑與心

理學)、建築環境系及研究生課

程。 

The University Group will 

proceed to attend departmental 

programme induction conducted 

by the Head of the School.  

院長將為大學交流團介紹雷丁

大學各科系。 

1200-1300  Lunch午餐  

1300-1700  Meet with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Meet with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aculties. 

https://www.reading.edu.my/


認識教授與學生 

 Get To Know Different Programme 

and Visit Research Labs  

參訪研究實驗室  

認識不同院系教授與學生 

Visit Research Labs and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ing AR, VR and 

high-tech research results 

參訪研究實驗室與研究成果，

包含 AR、VR與各種高科技研

究成果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中式合菜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三) 1/30/2018 (Tuesday星期二) 

Time 時間 Programme 程序 Remark備註 

0900-1700  Educity campus tour  

教育城遊覽(英國於馬來西亞各分

校導覽介紹) 

Newcastle University Medicine 

Malaysia英國紐卡斯醫藥大學馬來

西亞分校 

http://www.ncl.ac.uk/numed//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https://www.southampton.ac.uk/ 

 

Multimedia University Malaysia 

馬來西亞多媒體大學 

http://www.mmu.edu.my/ 

The University Group will be 

taking a campus tour in Educity, 

visiting several UK campuses 

and sports complex.  

學生小組將遊覽教育城和運動

場館。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新山紙包雞風味餐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四) 1/31/2018 (Wednesday星期三)：同工程參訪團、觀光交流團 

 

 

五. 觀光交流團  

(一) 1/28/2018 (Sunday星期日) ：同工程參訪團、大學交流團 

(二) 1/29/2018 (Monday星期一)  

雷丁大學、柔佛古廟、柔佛大王宮花園 <蘇丹阿布巴卡爾皇宮 + 蘇丹阿布巴卡爾清真

寺(外觀)>、蘇丹阿布巴卡回教堂、金海灣、雷丁大學                                                  

【柔佛古廟】柔佛古廟是一座位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直律街的古

老寺廟，古廟周圍都是高聳的摩天大樓包圍著。柔佛古廟是新山最古

老的建築物之一。柔佛古廟象徵五個不同籍貫的人相互合作的精神，

http://www.ncl.ac.uk/numed/
https://www.southampton.ac.uk/
http://www.mmu.edu.m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94%E4%BD%9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94%E4%BD%9B%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A%E5%BA%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A4%A9%E5%A4%A7%E6%A5%BC


這五幫就是「潮州幫」，「福建幫」，「客家幫」，「廣東幫」和「海南幫」。 

【蘇丹阿布巴卡爾皇宮】這座面向柔佛海峽的建築物是由蘇丹阿布巴 卡於 1866 年所建，其前

身是作為蘇丹的主要皇宮。此館收藏了許多柔佛皇室家  族的歷史文

物及資料。博物館的北翼是王座房。所有的皇室慶典、受勳、州宴會

及接待外賓儀式，都在此皇宮內舉行。 

此博物館擁有許多蘇丹阿布巴卡所收藏的珍貴寶石。 

其附近就是環境優美的皇宮花園，或者一般人常稱之為“蘇丹公園”，

一座大型蜿蜒及規劃良好的日本式公園。  

【蘇丹阿布巴卡清真寺】蘇丹阿布巴卡清真寺巍峨聳立于新山市中心

的山頂，是馬來西亞最美麗的古清真寺之一，不僅能將柔佛海峽的風

光盡收眼底，還能遠眺鄰國新加坡的土地。該清真寺于 1892 年開始

建造，由已故的蘇丹阿布巴卡 - “現代柔佛之父”下令建造，標志著柔

佛現代化進程的開始。 建造過程耗時八年，于 1900 年完工。 這座

清真寺每次都能接納 2,001 名信徒。各種建築風格在這座清真寺中兼容並蓄，但以維多利亞式

爲主。 據說這座尖塔伊斯蘭寺院貌似英國守望塔。蘇丹阿布巴卡清真寺被博物館和古迹部門列

爲受保護的遺産紀念碑。 

【金海灣】柔佛柔佛巴魯金海灣（Danga bay），位於馬來西亞，是一個沿著新柔海峽而建的旅

遊景點。在歸帆點綴下成為南馬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它是大馬南部一個重要的旅遊區，來自世

界各國的船隻停泊在這裡。金海灣將成為馬來西亞依斯干達首屈一指的海濱發展。它提供高檔

物業，零售商店和休閒活動。在這個金海灣範圍內，有餐飲中心、沙灘酒吧、水上運動、植物

園、小型動物園、風帆俱樂部、遊樂場及頗大的廣場。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隆盛食立坊火燄雞餐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三) 1/30/2018 (Tuesday星期二) 

雷丁大學、Mini Kuso Trick Art Gallery 3D 美術館、玻璃興都廟、新山 KSL城市购物

中心) 、雷丁大學 

【3D美術館】以 3D錯視覺美術展示館方式，讓觀覽者化身為主人公的新概念文化娛樂空間美 

術館是與一般嚴肅的美術館不一樣，參觀過程是需要透過觀覽客的積極參與來完成，觀覽客不

僅可以直接觸摸展品及拍照，還可以大膽地走進展品中，成為故事的主人公。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8278-d3734526-Reviews-KSL_City_Mall-Johor_Bahru_Johor_Bahru_District_Johor.html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8278-d3734526-Reviews-KSL_City_Mall-Johor_Bahru_Johor_Bahru_District_Johor.html


【玻璃興都廟】由 30萬片彩繪玻璃築造的世界首座玻璃興都廟 

在柔佛巴魯聳立起來，並於 12日被列入馬來西亞紀錄大全。 

玻璃廟前身是一座歷史悠久的興都廟，原本只有信徒會到廟宇 

膜拜，但打造為玻璃廟後，它已成為柔州柔佛巴魯的其中一個 

旅遊景點，吸引各族人士參觀。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新山紙包雞風味餐 

宿:新山 ~ KSL RESORT 或 MILLESIEM Hotel 或 同級 

(四) 1/31/2018 (Wednesday星期三) ：同工程參訪團、大學交流團 

 

六. 延回觀光團 

(一) 1/31/2018 (Wednesday星期三) 

新山 / 3.5H麻六甲 / 小娘惹文化村 (娘惹餐+欣賞娘惹文化表演) / 馬六甲市區觀光 + 

復古人力三輪車 <荷蘭鐘樓、荷蘭紅屋、古城門、聖地牙哥碉堡、葡萄牙廣場、聖保羅

教堂、雞場街文化巡禮> / 1.5H大紅花海上泳池 VILLA渡假村(海上噴泉水舞)                                            

 

【小娘惹文化村】 
傳統娘惹美食+文化藝術表演：傳統舞蹈、歌曲藝術創作，並以傳統

峇峇娘惹婚禮為表演內容，使觀眾能夠在觀賞後喜愛並瞭解峇峇娘惹

文化。 

【馬六甲市區觀光+復古人力三輪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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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

此地進行香料、黃金、絲綢、茶葉、鴉片、香煙及香水等貿易，引起

了西方殖民強權的注意。後來馬六甲先後受到葡萄牙、荷蘭及英國的

殖民統治。馬六甲市區的部分地方，還保留著這些殖民統治者所遺留

下來的建築物及古跡，200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聖保羅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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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         午餐：娘惹餐        晚餐：大紅花酒店自助餐 

住宿：波得申  大紅花渡假村 



(二) 2/01/2018 (Thursday星期四) 

大紅花酒店/ 1.5H吉隆坡/1H黑風洞、1H雙子星花園廣場、亞羅街

夜市  

【黑風洞】是個擁有一系列洞穴與寺廟的石灰岩山丘，位在距離馬來西  

亞吉隆坡北方 13公里的雪蘭莪州鵝嘜縣。其名來自於山丘旁的巴都 河，

此外黑風洞也是當地的村名。黑風洞為印度外

著名的印度教聖地之一，祭拜室建陀，並且是

馬來西亞大寶森節慶典的重鎮。 

【雙子星花園廣場】 

88層樓高的雙子星塔是世界最高的雙棟大樓，也是世界第五高的大樓，

樓高 452米，是馬來西亞最著名的地標，也是來到吉隆坡必定要造訪

的景點之一，兩座獨特的菱形高塔，造型美觀優雅。為好萊塢電影《將 

計就計》拍攝地點。 

早餐：飯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晚餐：黃亞華風味餐 

住宿：吉隆坡 唯爾登大飯店 

 

2/02/2018 (Friday星期五)  馬來西亞吉隆坡 / 桃園 BR228  15:25 - 20:05  

 

太子城 (粉紅清真寺 +千禧紀念碑) / 市區觀光(車遊) <途經國家清真寺、高等法院、 

英式火車站、獨立廣場、新皇宮(外觀)  

【首相府布達拉再也-未來太子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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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環保無煙城市以馬來西亞首位總理的名字命

名，滿目盡是濃濃的綠意道路兩旁被一棵棵大樹包圍著，排列成一條

長長的林蔭大道，這條全 4.2 公里的綠色大道，也正是舉行國家慶典

和閱兵遊行的場地相府佔地相當廣大，其中包括：首相官邸、親水公

園、水上粉紅清真寺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E%E7%A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BA%E5%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1%B0%E5%B2%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8%98%AD%E8%8E%A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8%98%AD%E8%8E%A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A3%8E%E6%B4%9E%E9%9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4%E5%BB%BA%E9%99%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E%9D%E6%A3%AE%E8%8A%82


【粉紅清真寺】也被稱為普特清真寺，在市區的這主要清真寺建成於

1999年。它位於總理府和布城湖的右邊。廣場側面是水上清真寺的全

貌。這座四分之三建於湖面上的水上清真寺是馬來西亞目前最大的清

真寺之一，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兩千人在此做禮拜。它爲上下兩層，二

樓供四千名女子專用，樓下爲八千男子使用。每當做禮拜時，清真寺

那高高的宣禮塔内播放的古蘭經聲悠颺地縈繞在清真寺的上空十分悦

耳。 

【千禧紀念碑】是本市的華盛版頓特區的華盛頓紀念碑版本。被認爲是布城的國家歷史遺蹟，

千禧紀念碑是一個金屬方尖塔，有六十八米高和位於在第二區的 25公頃的公園上。用馬來西亞

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和事件，蝕刻在紀念碑上來裝飾它。 

【獨立紀念廣場】吉隆坡的標誌性建築，也是馬來西亞國慶閱兵的舉辦場地；1957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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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濱公園是吉隆坡最受歡迎的公園，充分展示了由人

類和大自然共同創造的和諧、優美和幽靜的境界，1888年代建成，圍

繞兩個湖而建，是市內的綠洲，園內花團錦簇、綠意盎然，還設有雕

刻藝術廊、創意主題公園和雨林聳立的勝景，漫步其中，自然心曠神

怡。其中國家英雄紀念碑，這座 15.53 公尺高的紀念碑是為紀念為國

犧牲的馬來西亞保安部隊員而建的。 

早餐：飯店內         午餐：馬國肉骨茶         晚餐：機上精緻簡餐 

住宿：甜蜜的家 

 

七. 報名網址： 

https://goo.gl/sKbi5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