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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GHLIGHT 行程特点

亚比市区游
KOTA KIBABALU CITY TOUR 

美人鱼岛
MANTANANI ISLAND 

昆达山
KUNDASANG

免费赠送专业摄影师（任拍）
SPECIAL FREE PHOTO SHOOTING 

红树林萤火虫
KAWANG MANGROVE + FIREFLIES TOUR



第一天
抵达风下之乡沙巴州首府——亚庇。
Arrival at Kota Kinabalu, the state capital of Sabah, also known as "KK".

2. ITINERARY 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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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SABAH MUSEUM



2. ITINERARY 行程

观景台 OBESERVATION DECK 
您将欣赏到KUNDASANG山谷
和京那巴鲁山的壮丽景色。
这里的日出景色令人叹为观
止，因为距离昆达山镇只有5
公里，所以没有理由不去参
观！

DESA CATTLE DAIRY FARM 神山德萨牛场
神山牧场又称奶牛牧场，被誉为沙巴小
纽西兰的美称, 您可自费喂食牧牛场内
的羊儿喝牛奶。



2. ITINERARY 行程

树顶雨林吊桥 CANOPY WALK
位于神山公园的树顶吊桥，是全世界
最长的吊桥，建造在大树上，吊桥宽
度仅能容纳一人走过，无论走在哪一
段都让你感觉惊心动魄。
The tree-top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Kinabalu National Park is the long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It is built on a large tree. The 
width of the suspension bridge can only 
accommodate one person walking.

幻境园打卡 CULVERT VIEW 
这里可是有超值的、超美的地方存在哦！白色梦幻的阶梯、
美到爆的天空之镜让你拍照装B呢！快快到沙巴玩吧！
There are great value and beautiful places here! The white 
fantasy ladder and the beautiful sky mirror let you take a 
instagram photo! Let’s Come to Sabah!

天然鱼疗 FISH SPA KAMPUNG 
LAUNT 
小河的魚都不怕人, 你走到河中它們便游
过来要食物, 搶食時給牠它们亲到就像做
马杀鸡的感觉哦。
The fish in the small river are not afraid of 
people. When you walk in the river, they 
swim over to ask for food. 



2. ITINERARY 行程

在这里你能有机会观赏到世界上频临绝种的高危
灵长动物长鼻猴和最美的夕阳。当您被月光所笼
罩时，神秘的萤火虫将出来与你玩耍。

The village's vivid greenery and beautiful 
landscapes serve as the perfect playground 
for Malaysia's famous Proboscis Monkeys.

红树林萤火虫之旅 MANGROVE + FIREFLIES 
TOUR



2. ITINERARY 行程

MANTANANI ISLAND 美人鱼岛

Kota Kinabalu – Rampayan Jetty（2 hrs）
Rampayan Jetty – Mantanani island  (Speed boat 1 hrs）



2. ITINERARY 行程

 10.00am【乘坐船进美人鱼度假村 (曼塔那尼岛) 】
 11.30am【进行第一次浮浅】美人鱼岛其实很少人
因此水质异常清澈，保存了大量的海底资源，例如
栖息于古老沉船的各种海底小动物，让喜欢浮潜的
您，能够充分享受热带岛屿的乐趣，此外这座岛上
还建有一座灯塔

 13.00pm 午餐
 14.00pm 入住酒店, 漫步和在沙滩上游泳
 17.30pm【日落漫步】让我们带您到岛上最浪漫的
地方，在那您可以看到明亮的橙色，红色和黄色的
光线在掠过地平线之后消失于海洋的背面，并让夜
晚明亮的月亮为一个浪漫的结局画上句点

 19.00pm 晚餐
 20.30pm【观看蓝色浮游生物】（季节性：从3 月
开始7 月底） 在一个罕见的神奇之夜，您可能会看
到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自然现象之一，浮游生物发
出蓝光



2. ITINERARY 行程

 08.00am 早餐
 11.00am 退房
 11.30am【进行第二次浮浅】美人
鱼岛其实很少人到访，因此水质异
常清澈，保存了大量的海底资源，
例如栖息于古老沉船的各种海底小
动物，让喜欢浮潜的您，能够充分
享受热带岛屿的乐趣，此外这座岛
上还建有一座灯塔

 13.00pm 午餐
 14.30pm 返回亚庇市区



3. HOTEL 酒店

沙巴 SABAH TOWN we will choose
麦哲伦丝绸度假村 5*
The Magellan Sutera Resort 5*



3. HOTEL 酒店

美人鱼岛 MANTANANI ISLAND we will choose
THE BEST RESORT AT MANTANANI ISLAND - SUTERA MANTANANI ISLAND RESORT & SPA











4. FLIGHT 航班

6天4晚 北海道彩季节之旅

4天3晚绝美沙巴

OD 1012 0715 – 0955 KUL – BKI

OD 1017 2120 – 2355 BKI – KUL 

免费赠送专业摄影师(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