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

感受会议以外
的真实体验

槟城: 感受会议以外的真实体验
槟城是一个热带天堂，不仅拥有美丽的海滩和
郁葱的热带雨林，而且其首府乔治市还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数百年的古迹、华丽的殖民色彩和战前建筑、
活跃的艺术和节日场景、世界著名的美食文
化，都与一个国际城市的背景融合并置。
我们欢迎您感受会议以外的槟城，并沉醉于她
无限的真实体验！

魅力槟城

被誉为世界必游目的地之一，槟城不断地通过其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和新旧融合，让游客
来体验她的原始之美。以下是选择槟城作为您的商务活动目的地的6个原因。

旅游目的地清单

古迹与文化之都

槟城被许多精明旅游者列在清单内，她也不断
地以“必访目的地”的角色出现在世界各地的
媒体头条。拥有全面的亚洲文化遗产的体验，
同时保证所有现代化的舒适，是让她成为热带
目的地的最大因素。槟城的酒店和度假村的选
择性非常多元丰富。在世界文化遗产区内，从
豪华酒店到古色古香的精品酒店；槟城会让您
不知觉地有选择困难症！

因古迹与文化之名，槟城璀璨发亮！在2008年
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乔治
市，是个“活”博物馆，因为其源自于贸易路
线的多元文化生活遗产，让她成为亚洲历史最
悠久的历史城市中心的代表。每年都有当地的
传统或现代娱乐节目可供选择，这将让您的代
表们沉醉于探索她的美，而乐此不疲。

非凡场地
槟城拥有您所渴望的每一种独特场地，这一点
也不夸张。无论是各大姓氏宗祠、侨生博物馆
（峇峇娘惹博物馆）、植物园、大自然中心、
海滨度假村、酒店宴会厅、购物广场、会展中
心；我们可以创造奇迹将它们转化为您心中的
完美活动场地。

全球最佳美食
无可否认，一个地方的总会让大多数客人回味
无穷。这甚至会成为他们在接下来数年的话
题！而全世界都知道槟城以其备受赞誉的街边
美食和当地美食而闻名。在槟城，食物就是生
命，而且无界限。选择您要的菜系，我们来为
您准备。

方便的连接
游客可直接通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
（KLIA）和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二航站（KLIA2）
，从25个当地和区域的主要机场，以及100多个
当地和国际目的地进入槟城。槟城位于泰国边
境，如果您的客人喜欢的话，还可以前往邻近
的岛屿，城市或国家。

现代化的便利
槟城几乎到处都是高速无线互联网，不仅使到
您的目的地成为数码游牧乐园，同时也可以让
您随时与全世界“链接”。通过公共交通和
共乘服务的精明结合，让周游槟城更便捷而便
宜。大多数零售、餐饮和旅游景点都接受主要
信用卡，而广泛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其次是马
来语，华语以及其他语言等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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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您的行程
槟城顶级目的地管理专家随时准备帮助您为您
和您的代表策划完美的行程。无论是小型还是
休闲型，槟城都是真实体验的终极游乐场。

1至6天的槟城真实体验之旅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机场接送
入住侨生博物馆
康华利堡
晚餐：娘惹餐
咖啡店早餐
极乐寺
午餐：阿参拉沙
圣乔治教堂
观音亭
马里安曼印度庙
小印度尝鲜：
印度煎饼 、煎网饼、拉茶
甲必丹吉宁回教堂
龙山堂邱公司
晚餐:扁担饭
在酒店吃早餐
香料商
宋谷帽师傅
制香师傅
印章雕刻家和书法家
午餐：印度香蕉叶饭
纸扎师傅
制娘惹鞋师傅
制花环师傅
乘坐槟城三轮车
打铜仔街壁画
晚餐：槟城海鲜
在酒店吃早餐
体验浮罗乡村生活
午餐：马来餐
热带香料园
虫鸣大地
晚餐：槟城小贩中心美食
在酒店吃早餐
爬山或坐船到可拉竹海滩
午餐：扁担饭
升旗山The Habitat
在升旗山欣赏日落及享用晚餐
在酒店吃早餐
自由行
退房
送往机场

精简型真实体验之旅
半日游（一）：和谐街
圣乔治教堂
观音亭
马里安曼印度庙
甲必丹吉宁回教堂
小印度尝鲜：印度煎饼 、煎网饼、拉茶
龙山堂邱公司
半日游（二）：威省
斗母宫
苦僧寺
Arulmigu Sri Bala Murugan 印度庙
ISKCON Sri Radha Krishna 印度庙
圣安娜天主教堂
半日游（三）：槟城殖民特色
旧关仔角大钟楼
康华利堡
槟岛市议厅
槟岛市政厅
半日游（四）: 活古迹里的三轮车游
香料商
宋谷帽师傅
制香师傅
制花环师傅
招牌雕刻师傅
印章雕刻家和书法家
纸扎师傅
半日游（五） : 乔治市内三轮车游
打铜仔街壁画
姓氏桥
侨生博物馆
半日游（六）：探索直罗巴巷
峇迪蜡染艺术
热带水果园
半日游（七）：锻炼体力
爬山至可拉竹海滩
半日游（八）：大自然时间！
虫鸣大地
热带香料园
半日游（九）：山上看日落
在升旗山上度过一个拓展人脉、享用鸡尾酒和花园晚餐的
傍晚
半日游（十）
极乐寺
槟城阿叁拉沙
半日游（十一）：乡村生活
骑脚车游浮罗
半日游（十二）：槟城尝鲜
走一趟美食家私密的槟城最佳美食之旅
半日游（十三）：刺激冒险
户外极限活动主题乐园Escape
半日游（十四）：城市探险
圆顶科学馆
高空漫步挑战Gravityz

繁荣的文化
体验多元文化及“活”传统。这个亚洲文化之都拥有多元种族，
包括峇峇娘惹或海峡华人，他们遗留下来的传统在槟城仍然生
辉。准备好感受槟城无所不在的艺术气息，有传统师傅，也有世
界知名的街头艺术文化。您在这片土地上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发
掘槟城及其人民的不同故事。

◄ 传统华人商贸
从87岁的手工制香师傅李明泉到
印章雕刻及书法师傅黄在天，槟城
仍存有许多在21世纪继承了祖业
的传统华人商贸。通过制作精美的
娘惹串珠鞋、雕刻和镀金中文招
牌、制作用作华人葬礼和宗教节日
期间焚烧的纸祭品和神像，来获得
实践经验。

◄ 打铜仔街的街头艺术
打铜仔街是着名的“姐弟共骑”壁
画和其他街头艺术的所在地，包括
多个姓氏宗祠、博物馆和出售古董
和纪念品的商店。

大师 —— 塔纳先生的风采。 他
是乔治市里最后几位依然手工制作
首饰的金匠。

宋谷帽师傅 ▼
哈惹莫希丁是乔治市最后一名制作
宋谷帽师傅，宋谷帽是马来男性穿
戴的传统马来头饰。当年他在其父
亲位于Nagore Shrine的店里当学
徒，现在该公司仍在营业。

小印度的传统买卖 ▲ ►
槟城的传统香料是璀璨的文化遗
产， 在乔治市有小印度之称的卖
菜街有着蓬勃的生机。游客与香料
商人碰头交流的同时，也能一尝店
里头一袋袋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料。
另外，游客也可以到访小印度一睹

迷人的传统特色
来趟时空旅行，体验过往年代的槟城。今天的槟城是繁华的国际
大都会，但有些事情始终如一。在高耸的豪华公寓与世界闻名的
古迹建筑中，是传统的运作以及独立前马来亚的生活方式。

◄ 槟城三轮车
坐上三轮车穿过狭窄的小巷，以怀
旧的方式来探索乔治市，以不疾
不徐的步伐对古迹城市来个近距
离观察。
◄ 乡村生活
浮罗，其马来名字Balik Pulau的字
面意思是“岛的背面”，她是一
个美丽的村庄，位于槟岛西南部
的一个宁静的山谷中，延伸的稻
田、甜美的水果种植园和永续的有
机农场。
◄ 姓氏桥
姓氏桥是一个可追溯到一个世纪
前的海滨村庄。当时有7个以中国
姓氏命名的姓氏桥，如今只剩下6
个。其中的姓周桥拥有最多的棚屋
和最长的走道

峇迪蜡染的艺术
槟城峇迪染布厂是岛上峇迪蜡染制
造商的先驱之一，也是本国一些顶
级蜡染工匠的所在地。座落在直罗
巴巷的峇迪染布厂提供了手绘和手
工蜡染的精致选择。染布厂建筑物
分为3个部分：艺术画廊，精品店
和工作室，并提供免费的每日导游
服务和现场蜡染制作演示。
槟城渡轮
槟城渡轮服务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
渡轮服务，连接槟城威省区的北海
及槟岛的乔治市。船程需时约20
分钟，乘客可从海上欣赏到槟城的
壮观景色。

珍贵的古迹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乔治市拥有可追溯至两
个多世纪前的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战前建筑物之一，所以它被认为
是建筑瑰宝。它也被称为“活”古迹博物馆，许多传统工匠仍在
市中心进行贸易。探索城市的每个角落，解开古代槟城的秘密。

极乐寺 ▲
坐落在亚依淡山顶的极乐寺建于
1891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佛教
寺庙。寺内供奉着万佛宝塔和120
尺高的青铜观音像。
观音亭
观音亭是一座建于1728年的道教
寺庙。观音亭原本是供奉“妈祖”
，妈祖是航海福建华人崇拜的海
上女神。
龙山堂邱公司
邱公司，是乔治市最大的华人姓
氏宗祠和历史地标之一。于1851
年，邱公司是为中国南下的邱姓家
族成员而建，因其可追溯到650年
前的广泛血统而闻名于世。

侨生博物馆（峇峇娘惹博物馆）▲
侨生博物馆（峇峇娘惹博物馆）是
由富有峇峇娘惹家庭在19世纪末
建成的的豪华宅院，经过修缮后焕
然一新。馆内拥有超过1000件来
自那个时代的古董和收藏品。

甲必丹吉宁回教堂 ▲
甲必丹吉宁回教堂是一座纪念性
地标，它是由槟城首批印度穆斯
林裔定居者于1801年建造，拥有
装饰着月牙和星星的铜制莫卧儿
式（Mughal-style）穹顶，摩尔式
（Moorish）拱门和高耸的尖塔。
斗母宫
位于北海的斗母宫在40年的时间
里从一个小棚子发展成为一座令人
印象深刻且雄伟壮观的寺庙。它总
共占地4万平方英尺，庙内供奉斗
母、天公和九皇大帝。

马里安曼印度庙 ▲
位于皇后街的马里安曼印度庙建于
1833年，是槟城最古老的印度教
寺庙，其主要入口和门面上展示印
度教神灵和女神的复杂雕塑。

华丽殖民特色
槟岛曾被命为威尔士王子岛。威尔士王子是英国王位继承人，而乔治市殖民地
是为了纪念乔治三世国王而建立的。槟城今天有着独特的英国特色，因为它是
马来西亚唯一保留独立前街道名称的的城市之一。浸泡在已修复的英国殖民时
期建筑的宏伟中，并且现在装有古老槟城的古董和珍品。步入并感受它雄伟的
墙壁充满了曾经殖民的槟城故事。

康华利堡 ▲
康华利堡由英国在槟城殖民地的开
埠者莱特上校创建，在槟岛东北部
海岸的海角上，俯瞰他在1786年
首次落脚的大海。康华利堡位于乔
治市，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堡垒，堡
垒内已经过修建的大炮可以追溯到
1603年。

圣乔治教堂 ▲
建于1818年的圣乔治教堂，是建
造在东南亚的最古老的圣公会教
堂，在马德拉斯工程师罗伯特史密
斯船长的监督下，完全由印度囚犯
劳工建造。

城市探险
寻求人生中的冒险？槟城除了是放松心情的绝佳去处之外，还为
寻求刺激的人士和科学爱好者提供绝佳选择。化身勇士、攀爬丛
林横梁、体验零重力或在荒野中滑行。无论是从不同的角度体验
城市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还是引导心中的探索精神，都可在
槟城的每个角落找到“印第安纳琼斯”式刺激的团队建设活动。

圣安娜天主教堂 ▲
位于大山脚的圣安娜天主教堂是
一座着名的罗马天主教堂，并于
1888年开放。每年七月举办一次
为期10天的圣安娜盛宴，每年都
会吸引超过10万名来自邻国的游
客。

科技馆也会令人惊叹。圆顶科学馆
还为天文爱好者提供全槟最大的
望远镜。

区，这里将有世界上最长的水上滑
梯 - 跨越一公里。

户外极限活动主题乐园Escape ▲
ESCAPE集合独特的“甘榜”童年
经验和乡村梦想，以及所有关于在
太阳底下进行的活动的当地传统价
值观。这里还有让大家期待的玩水

槟城圆顶科学馆 ▲
槟城圆顶科学馆让参与者锻炼脑力
多过锻炼身体，还有许多互动

高空漫步挑战Gravityz ▲
The Top @ KOMTAR的这个新景点
是为喜欢悬挂在槟城最高楼的探险
爱好者所设计的。总共有6个障碍
物被置放在离地面239米高处。

美食的诱惑

槟城美食绝对可以满足您的味蕾。亚洲传统烹饪料理都隐藏在槟
城街边档口，咖啡馆，隐藏式咖啡厅，家传料理餐厅以及高级料
理餐厅等等。最鲜为人知的槟城美食非炒粿条莫属! 把粿条倒入
锅内，加入虾仁，豆芽，血蚶，鱼饼，韭菜，鸡蛋（可以加入鸭
蛋）以及秘制酱料然后大火热炒，热腾腾的炒粿条就出炉了 ! 当
然你也不容错过最著名的冰品-红豆冰。红豆冰就是刨冰加上新
鲜水果，再撒上棕糖加入雪糕 。甜又咸的双重感觉在你的味蕾间
化开, 绝对会让你回味无穷!
娘惹餐
不同文化的独特通婚，形成了世界
上最美味的美食之一的娘惹美食。
槟城娘惹美食是一种辛辣，酸辣和
宜人的混合，并使用许多当地的草
药和香料。

扁担饭
扁担饭是槟城的一种主食，通常可
看到大排长龙的队伍，他们正在等
待着吃一盘带有肉类或海鲜的蓬松
米饭，而淋满各种咖喱汁的盘子则
是其特色。

咖啡店早餐
加甜炼乳的浓稠咖啡或茶、碗里两
个流淌的半生熟鸡蛋再蘸上加椰面
包和色彩鲜艳的娘惹糕，是典型的
槟城咖啡店早餐。

马来餐
在整个马来西亚，马来餐以椰浆饭
和牛肉仁当而闻名，这是东南亚许
多饮食文化的独特组合。它通常含
有丰富的草药和香料，使其非常芳
香和开胃。

阿叁拉沙
Assam laksa是一种带有面条的
辛辣鱼肉汤，让人上瘾，并且在
CNNGo的“世界上最美味的50种
食品”中排名第7。这著名的面食
的强烈秘密是罗望子果汁和酸豆
的组合。

当地小贩中心
槟城的小贩中心美食（街头美食）
是将槟城推到世界地图上的重要功
臣之一！在悠然休闲的环境中享受
非常实惠且屡获殊荣的美食，这是
当地人和游客的热门选择。每位到
访槟城的旅客都不会错过在闻名世
界的小贩中心享受一顿美食飨宴。

郁郁葱葱的大自然

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地母亲。逃离到槟城的神秘花园、自然公
园和森林保护区。在植物园内悠闲地漫步或穿越山路。观看眼睛
叶猴和长尾猕猴一起玩耍，或仰望天空寻找翠鸟，海鹰和风筝。
在槟城国家公园的恒星下露营，参观热带香料园，了解蝴蝶公园
的所有昆虫。

虫鸣大地 ►
槟城蝴蝶公园的虫鸣大地
（Entopia）为无脊椎动物而
设，这占了动物品种的70%。
在Entopia内开设了两个新的世
界；Natureland，生态园林动物
园以及The Cocoon，室内发现和
展览中心。

热带水果园
这座丰富的农场占地25英亩，拥
有超过250种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种
植园。它的建立是为了保存槟城的
绿色遗产，并介绍这片土地上丰富
多样的热带水果。

升旗山The Habitat ▼
升旗山The Habitat是一个使用生
态健全和环保方法来开发的世界级
生态旅游景点, 以推广槟城原始雨
林、花岗岩和动植物的自然美景。

可拉竹海滩 ▲
位于槟城国家公园内的白色沙
滩上，Pantai Kerachut或Turtle
Beach海滩是必到的目的地，因
为它栖身着一个非常罕见的双性
湖，同时也是槟城海龟保护区的
所在地。

热带香料园 ▲
屡获殊荣的热带香料园占地8英
亩，拥有大约500种动植物种类的
次丛林，并设有三条穿过溪流和瀑
布的花园小径。

The Experience Experts
Get to know Penang’s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perts.

Destination Asia Malaysia
Prima Tanjung, Suite 98-03-13A,
Jalan Fettes, Bandar Tanjung Tokong
11200 Penang, Malaysia
T/ +604 892 7378
E/ malaysia@destination-asia.com
W/ www.destination-asia.com

Asia Itinerary
11-1-4, New Bob Centre,
No 11, Jalan Gottlieb,
10350 Penang, Malaysia
T/ +604 305 1077 / +6012 427 7257
E/ info@asiaitinerary.com
W/ www.asiaitinerary.com

Asian Overland Services
1-13C, Eden Parade,
Jalan Sungai Emas, Batu Ferringhi,
11100 Penang, Malaysia
T/ +604 881 1161
E/ lili.teh@asianoverland.com.my
aospen@asianoverland.com.my
W/ www.asianoverland.com.my

Discovery Overland Holidays
No. 98–1–22 Prima Tanjung Business
Center, Jalan Fettes, Tanjung Tokong,
11200 Penang, Malaysia
T/ +604 899 9928
E/ lisa_neoh@discoveryoverland.com
doh_penang@discoveryoverland.com
W/ www.discoveryoverland.com

Tour & Incentives Travel
A-2-10 Vantage, Jalan Desiran Tanjung,
Tanjung Tokong,
10470 Penang, Malaysia
T/ +604 899 8833
E/ lkoay@tour-incentive.travel
W/ www.tour-incentive.travel

Images courtesy of Penang Global Tourism

Pena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Bureau
No. 14A & 16A (First Floor)
The Whiteaways Arcade,
Lebuh Pantai, George Town,
10300 Penang, MALAYSIA
T/ +604 261 6161
F/ +604 261 6171
E/ info@pceb.my
W/ www.pceb.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