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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鼻猴(Nasalis larvatus)是婆羅洲島獨有的靈長類品種。大鼻子和大肚腩
的滑稽長相，一眼便能認得出來。通常牠們都是由一隻雄猴帶領著數隻雌
猴，成群結隊出現在沙巴沿海地區的樹叢枝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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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秀畫作展
一月十八日- 三月廿四日
新崛起及被挖掘的畫家，將在這項年度展覽中展出最新的作品，以激發和鼓勵州
內具有潛質的年輕後進，投入創作與增加鑑賞視覺藝術的素養。
地點：視覺繪畫中心
主辦單位: 沙巴藝術畫廊
詢問詳情:
經理 / 館長Jennifer P. Linggi
電話： +60 88 268535, 268748 傳真： +60 88 210040
電郵： jplinggi@yahoo.co.uk, art.gallery.sabah@gmail.com
祭稻神儀式
一月廿日
與眾不同的嘉達山杜順族群祭祠稻神儀式，是由女祭司（bobohizans）主持，她
們的任務是尋找與搜索稻神（bambazon)，以護送祂回到神秘的靈體庇佑稻穀豐
收。歡迎在這一天走訪蒙索畢悅文化村，見證在下午兩點舉行的這項古老祭祠儀
式。
主辦單位:
蒙索畢悅文化村
詢問詳情 :
Nadia Aima Holland
電話： +60 88 774337
傳真： +60 88 761680
電郵： info@monsopiad.com

一月

穆罕默德先知誕
一月廿四日
世界各地的回教徒，在這一天慶祝穆罕默德先知誕辰。在馬來西亞，這一天是公
共假期。
詢問詳情: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沙巴高爾夫球大師競技賽
一月九日-十二日
東南亞一些極負盛名的高爾夫球高手，將在一月九日至十二日的沙巴高爾夫球大
師年度競技賽中，大顯非凡身手。此項著名的年度競技賽盛會亦將再次於絲綢港
高爾夫球場舉行。球手和參與者在發揮運動家體育精神的同時，更可以享受置身
在絲綢港務廿七洞高爾夫球場，景觀美得令人屏息之樂。
詢問詳情:
沙巴旅遊局
電話： +60 88 212121
傳真： +60 88 212075
網站： www.sabahtourism.com

農曆新年嘉年華
二月
又是迎慶農曆歲序更新的時刻，亞庇市加雅街也將一如往年般張燈結綵、設立無
數售賣應景年貨的攤檔，以及邀請華人社會團體安排文化表演活動助興，歡迎闔
第光臨及與友人結夥同遊，考驗您討價購物的功夫。
地點：
加雅街及袖珍公園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李德歡工程師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219175

電郵： tetfon@dbkk.sabah.gov.my
亞庇市旅遊尋寶賽2013
二月
亞庇市旅遊尋寳賽是慶祝城市日的活動之一，參賽者可藉此充滿趣味和挑戰的賽
會，得以更深入地認識亞庇市。主辦單位備有關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獎品，歡迎各
界人士參與。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沙巴馬來西亞旅遊局
詢問詳情:
Fauziahton Ag. Samad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fauziahton@dbkk.sabah.gov.my
農曆新年龍麒獅大團拜
二月二日
約五十隊龍、麒、獅隊伍，將雲集在一塊表演中華傳統文化的舞龍、舞麒麟和舞
獅技藝，展現肢體靈活動作及團隊默契高超技藝，以迎接華人農曆新年的到來。
主辦單位:
沙巴亞庇華人同鄉會館聯合會
詢問詳情:
林新民
行動電話： +60 19 8738263		
傳真： +60 88 221440

二月

必打卡士烈士紀念碑追悼儀式
一月廿一日
官方和民間組織每一年都會在必打卡士戰爭烈士紀念碑廣場，舉行追悼儀式悼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群起抗戰陣亡及犧牲了生命的烈士。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 David Kirkland

城市日風帆公開賽2013
二月二日-三日
配合慶祝城市日而舉行的這項賽事，主旨是提倡與促進運動旅遊，以及決定各級
別參賽船隻奪標的名次。
主辦單位:
京那巴魯帆船俱樂部
詢問詳情:
俱樂部經理Tony Lai
電話： +60 88 243070/240070, +60 12 8333708
傳真： +60 88 243007
電郵： kyctaru1@streamyx.com

二月

華人農曆新年
二月十日-十一日
全球各地的華人社會，都在此期間熱烈迎接與慶祝嶄新的蛇年降臨。家家戶戶也
會以豐盛的團圓飯，讓闔家上下樂陶陶地團聚，舞麒、舞獅隊也在此期間傾巢而
出，接踵沿門逐戶參門拜年。長輩們更會派發象徵富足、好運及步步高升的壓歲
利是紅包，予兒童及未婚的男女。
詢問詳情: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第八屆沙巴國際擲鏢公開競技賽
三月一日-三日
配合慶祝城市日十三週年而舉辦的年度沙巴國際擲鏢公開競技賽，本地和外地的
擲鏢好手將雲集在亞庇，比拼高下。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Lifred Wong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lifred@dbkk.sabah.gov.my
亞庇城市日競走2013
三月三日
預料約萬名亞庇的市民，將參與這項配合城市日十三週年慶而舉辦的年度竸走活
動，備有豐富的幸運抽獎獎品等待贏取。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Jainab Said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jainab.saidi@dbkk.sabah.gov.my
亞庇城市日空手道公開賽
三月九日-十日
這也是配合城市日十二週年慶而舉辦的賽會之一。預料來自沙巴及全國各地的空
手道協會組織及學校，不論是成人還是校園學子，都會踴躍報名參與。賽會將
設有數個組別如單人與雙人套路、自由博擊、古武道和單人及雙人自由式套路。
主辦單位:
KOI 空手道協會及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三月

城市日十三週年慶典
二月二日
亞庇升格為市已進入第十三週年。主辦單位將推出適合各年齡層，為期長達一個
月的活動，歡迎您攜帶家人與邀約朋友們共同參與。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Syron A. Tunggolou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syron@dbkk.sabah.gov.my

帝國國標舞蹈學院十四週年慶
三月
帝國國際標準舞蹈學院為慶祝成立十四週年，特別舉辦晚宴舞會派對，由學生與
受邀名家聯合呈獻令人著迷的國標舞才藝。
主辦單位:
帝國國際標準舞蹈學院
詢問詳情:
姜玉銘
電話： +60 88 238785
傳真： +60 88 23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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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探險挑戰賽
三月廿九日-三十一日
賽程全長一百五十公里，在著名的克拉克山脈國家公園範疇舉行的這項賽會，是沙巴最令人興
奮得腎上素激升，考驗項目多樣的探險挑戰賽。參賽者除了在兩天內從黎明到黃昏，不停的跋
涉越障之外，還要與一百名超快跑手，在同一個賽程內完成競跑一百公里的艱鉅任務。
主辦單位:
沙巴探險挑戰賽籌備處
詢問詳情:
Aman Avtar S. Sandhu
行動電話: +60 13 8811757
傳真： +60 87 414199
電郵： info@sabahadventurechallenge.com
世界盃沙巴精準滑翔傘賽2013
三月廿七日-三十日
來自世界各國的滑翔傘高手，將齊集在蘭瑙的羅漢山，在這項由國際滑翔傘聯盟主辦，列為旅
遊全世界目的地之一的盛會，施展高難度駕馭各式滑翔傘的絕藝。歡迎前往賽址觀賞這項在巍
峨神山、美麗明媚無比的深谷和村莊間進行的賽會，見證頂尖滑翔傘好手們角逐冠軍榮銜的過
程。
主辦單位:
沙巴旅遊局/馬來西亞滑翔傘協會及京那巴魯滑翔傘俱樂部
詢問詳情:
Zachary Mobijohn
電話： +60 88 23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電郵： zachary@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sabahtourism.com

三月

耶穌受難日
三月廿九日
在沙巴，這一天是公共假期。基督徒會在這一天為紀念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舉行崇拜或彌
撒。
詢問詳情: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武吉珀邁社區睦鄰計劃越野自行車挑戰賽
三月三十一日
孟加達鎮武吉珀邁社區睦鄰計劃，將與沙巴自行車協會聯合舉辦登山越野自行車賽。這項在
2010年首辦的賽會，至今已然成為該社區年度盛會之一。挑戰賽項分為四個組別，即男子組、
女子組、元老組及初級組。
主辦單位:
武吉珀邁社區睦鄰計劃
沙巴自行車協會
詢問詳情:
Rimin Sandah/Darell Saiman/Raijas Anang
行動電話: +60 14 9568867/ 016 8318217/ 016 8461099
電郵： riminsandah@yahoo.com

亞庇美食節 2013
四月一日-三十日
於2011首辦並取得熱烈成果的年度亞庇美食節，至今已邁入第三年。市內各具號
召特色的飲食餐廳館子食肆，將從四月一日起至三十日，讓您的味蕾倍增恩寵，
大飽口福。
主辦單位:
LifeAndStyle.com.my
詢問詳情:
Alfred Allen Ginsos
電話： +60 88 719787
傳真： +60 88 728387
電郵： alfred@maxxmedia.com.my
北婆羅洲遺產照片展之五
四月二日-三十日
今年推出的北婆羅洲遺產照片展，將聚焦在前農業總監，也是沙巴博物院第一任
館長E.J. Berwick 所珍藏，年份介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七年間的珍貴歷史照片。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Ms. Su Chin Sidih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Suchin.Sidih@sabah.gov.my
第十一屆卡里馬蘭節
四月十二日-十四日
卡里馬蘭節是共有八個支系裔的毛律社群，展示精雕細琢的手工藝品和刺繡服飾
的節慶。本屆卡里馬蘭節仍然在位於丹南，使用99%鹽柴木為建材的沙巴毛律文
化中心舉行。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Mackey Apison
電話： +60 88 268844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Mackey.Apison@sabah.gov.my

四月

沙巴農業公園十二週年慶
三月九日-十日
於2001年三月開幕的沙巴農業公園，準備了無數充滿趣味及令人刺激興奮的活動，盛大舉辦十
二週年園慶。
主辦單位:
丹南沙巴農業公園
詢問詳情:
高級研究員Jain Linton
電話： +60 87 737952/737558
傳真： +60 87 737571
電郵： agripark@sabah.ne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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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沙巴伊斯蘭教文明博物館珍藏銅器：茶水壺具特展
四月十六日-七月三十一日
銅質多種用途容器，是沙巴伊斯蘭教文明博物館的主要珍藏物件，其中的精雕細
琢茶水壺尤為獨特。實際上，館內的所有珍藏，都擁有深厚的產地來源與歷史陳
述，甚至雕琢的紋理也都各有含義，著實可以讓訪客增長不少見聞。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Ms. Nismah Kanak
電話： +60 88 538227
傳真： +60 88 538231
電郵： Nismah.Kanak@sabah.gov.my
藝術家作品邀請展
四月十九日-六月三十日
經常在沙巴藝術畫廊展出作品的知名畫家，再次受邀展出他們的最新傑作。舉辦
是項畫展的最主要目的，乃是藉此表揚該些畫家們一直以來，對沙巴藝術領域發
展所出的貢獻以及向彼等表達敬意。
主辦單位:
沙巴藝術畫廊
詢問詳情:
經理 / 館長Jennifer P. Linggi
電話： +60 88 268535, 268748 傳真： +60 88 210040
電郵： jplinggi@yahoo.co.uk, art.gallery.sabah@gmail.com

我們不忘記競走
四月廿四日
這項在市中心展開的二公里象徵性競走，終點是在設亞庇市政廳前的紐澳聯軍陣
亡戰士紀念碑。當局將會進行獻花環儀式，以悼念在戰爭期間捐軀犧牲的戰士。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紐澳聯軍日
四月廿五日
這是一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沙巴陣亡的澳洲、紐西蘭及本地軍人，舉辦
悼念儀式的特定日子。
主辦單位:
坎培拉澳軍墓園管理辦事處/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Charlotte Sarossy/Catherin Chua
電話： +60 89 273753
傳真： +60 89 272112
電郵： Charlotte.Sarossy@dva.gov.au, Catherin.Chua@sabah.gov.my
仙本拿彩船節2013
四月廿六日-廿八日
仙本拿的海上巴夭族船家，每年都會舉辦色彩絢麗的彩船節，以表達對傳統單桅
船隻的敬重之情。裝飾得美輪美奐的船隻，綴滿西里伯斯海面，壯觀無比。精彩
絕倫的活動與助興節目，包括彩船裝飾賽、彩船節選美會、文化表演、傳統和現
代運動及遊戲項目、燃放煙花等，景象熱鬧奪目。
主辦單位:
仙本拿縣議會
詢問詳情:
A.M.Ibnu Hj. A.K. Baba
電話： +60 89 781518 / 781663
傳真： +60 89 781472
電郵： AmIbnu.Baba@sabah.gov.my

四月

匹湯普魯安高原迷你競登賽
四月十三日
這項在蘭瑙文杜都漢貢多韓村匹湯普魯安草場舉行的小型登山賽，是由蘭瑙縣文
杜都漢國中與競登賽主辦單位聯合舉辦。現場屆時將有露天市集，讓訪客選購當
地農產品和山貨，或參與傳統運動比賽贏取誘人的獎品。時間是從上午七時開始
至下午四時結束。
主辦單位:
Highlander Pitompuruan
詢問詳情:
Sualim Gopog
Ambrose Philip
行動電話: +60 13 8510077 (Sualim)，019 8515114 (Ambrose)
傳真： +60 88 888948

沙巴民族美食與手工藝品嘉年華
五月
斗亞蘭鎮舉辦的展覽、製作示範與銷售手工藝品嘉年華，是參觀和選購沙巴各民
族手工藝品作手信禮物，以回憶在沙巴逗留時光的絕佳地點。現場備有許多嘉年
華式的趣味活動，等待您光臨參與。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Rozietha Bumburing
電話： +60 88 258761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nanak_goku@yahoo.com

五月

山打根豐收節
五月
與山打根的民眾一起投入慶祝豐收節的熱鬧氛圍，觀賞和參與各種文化活動，如
傳統豐收節小姐選美及歌唱比賽。
主辦單位:
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Ku Siu Weng
電話： +60 89 226454
傳真： +60 89 224651
電郵： SiuWeng.Ku@sabah.gov.my
手工藝品魅力展
五月二日-廿七日
沙巴逾三十五原住民社群的手工藝術品製作精英，將在此年度盛會舉辦期間，分
別在亞庇沙巴博物院文化村、山打根文化博物館及根地咬文化博物館，同步展出
彼等以獨到天份精雕細琢的藝品。公眾除了鑑賞藝品雕琢與製作示範之外，也可
以體驗親自動手製作沙巴特有傳統手工藝品的樂趣。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山打根文化博物館/根地咬文化博物館
詢問詳情:
沙巴博物院Su Chin Sidih / 山打根文化博物館Juanis Ogak / 根地咬文化博物館
Stephen Lomongko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Muzium.Sabah@sabah.gov.my

沙巴節2013 – 文化饗宴
五月四日-五日
沙巴節是掀開全州豐收節慶典的序幕，也是沙巴最令人期待、規模最大，集舞
蹈、音樂、民俗服飾和食物於一堂的文化精華大匯演活動。沙巴各原住民族群豐
富無比的傳統習俗與自然文化，都會在這個壯觀盛大的場面，一一呈獻在賓客的
眼前。
主辦單位:
沙巴旅遊局 / 斯里沙巴旅遊公司
詢問詳情:
Francesca Lydia Chipli
電話： +60 88 23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電郵： francesca@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sabahfest.com
第三屆手工藝品市集
五月四日-十一日
在斗亞蘭鎮舉辦的第三屆手工藝品露天市集，除了可以見到沙巴各民族種類與數
量龐大、精雕細琢的手工製品之外，也可以發現琳瑯滿目的手工編織提籃、簍
筐，以及獨特的串珠飾物。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Rozietha Bumburing
電話： +60 88 258761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nanak_goku@yahoo.com
婆羅洲國際馬拉松2013
五月五日
第六屆婆羅洲國際馬拉松，又將在亞庇市景觀美麗的沿海岸公路舉行。本屆賽事
共分三組進行，即十公里、廿一公里半（半馬拉松）以及四十二點二公里（全馬
拉松）。
主辦單位:
京那巴魯跑步俱樂部
詢問詳情:
賽會協調員Dr. Helen B. Lasimbang
電話： +60 88 218833
傳真： +60 88 218833
電郵： info@borneomarathon.com
馬東貢縣級豐收節
五月十一日
馬東貢縣杜順族群在這一天隆重舉辦縣級豐收節，慶祝五穀豐登，是與當地社群
民眾交流和深入探訪這個以製作及生產銅鑼馳名小鎮的最佳時機。
主辦單位:
馬東貢縣議會
詢問詳情:
縣議會副主席Bianus Kontong
電話： +60 88 613762 / +60 10 4095599 傳真： +60 88 613786
電郵： Bianus.Kontong@sabah.gov.my

五月

亞庇市豐收節慶典
五月
豐收節是沙巴嘉達山及毛律社群為了慶祝稻米豐收，向稻神感恩的節慶。在亞庇
市中心舉行的城市級慶典，精彩的活動與節目包括豐收節選民會、嘉達山歌曲歌
唱比賽、傳統飲食品競賽、本地食品品嘗等。這項沙巴風格的慶典，是開放予各
界人士參與同歡共慶。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Joannes Solidau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219175
電郵： tkpo@dbkk.sabah.gov.my

世界博物院日
五月十八日
沙巴博物院在國際博物院理事會劃定每一年五月十八日，為世界博物院日的這一
天，與全球十五個國家同步慶祝博物院日。各式各樣的傳統藝術與文化表演、示
範及展覽，都將在這一天於沙巴博物院範疇舉行。各階層的家庭皆受邀掌握這個
機會，闔第光臨參與觀摩學習各社群的文化。十八日當天，沙巴博物院入門票全
免。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Mr. Baslee Nurajim/ Mr. Robin F. Lojiwin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Muzium.Sabah@sabah.gov.my

五月

嘉達山模擬傳統婚禮
五月十九日
這是觀賞嘉達山族原住民舉行傳統婚禮，由女祭司按習俗為新人主持洗禮、祝禱
與見證誓約交換等儀式的大好機會。時間：下午二時。
主辦單位:
蒙索畢悅文化村
詢問詳情:
Nadia Aima Holland
電話： +60 88 774337
傳真： +60 88 761680
電郵： info@monsopiad.com
沙巴國際釣魚競技賽
五月廿三日-廿六日
這項在沙巴岸外舉辦的國際盛會不僅是推廣釣魚運動，也是提倡海洋生態資源保
育意識的賽會。
主辦單位:
沙巴釣魚人協會
詢問詳情:
Mr. Albert Yong / Mr. Richard Leong
電話： +60 14 8651060 / +60 19 8818015
傳真： +60 88 235825
電郵： sabahanglers@gmail.com

古打毛律縣級豐收節2013
五月十九日
於每週大斗磨場舉辦的古打毛律縣級豐收節，主辦單位除了將推出最具有地方特
色的活動助興之外，縣級豐收節選美美后，也將在這一天出爐。
主辦單位:
古打毛律縣議會
詢問詳情:
縣議會副主席Peter Jiton
電話： +60 88 976622, 976624 傳真： +60 88 977064
電郵： Peter.Jiton@sabah.gov.my
衛塞節
五月廿四日
衛塞節是紀念誕生、涅磐、成道的日子。佛教信徒從黎明開始，就動身前往寺
廟，進行上香獻花禮佛的活動。這一天是馬來西亞的全國公共假期。
詢問詳情: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豐收節風帆公開賽2013
五月廿五日-廿六日
配合豐收節假期的來臨，京那巴魯帆船俱樂部舉辦這項促進沙巴運動旅遊的年度
活動，同時也藉此提倡與提高青年人對風帆運動的興趣及自律精神。
主辦單位:
京那巴魯帆船俱樂部
詢問詳情:
Tony Lai
電話： +60 88 243070 / 240070 / +60 12 8333708
傳真： +60 88 243007
電郵： kyctaru1@streamyx.com
州級豐收節慶典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
在兵南邦嘉達山杜順文化協會禮堂舉辦的州級豐收節慶典，是慶期長達一個月的
節慶煞科重頭戲。遊客們可以盡情地參與舞蹈、民謠歌唱、品嚐美食及傳統遊戲
運動。這也是見證州級豐收節美后成績揭曉和加冕的時刻。
主辦單位:
嘉達山杜順文化協會 (KDCA)
詢問詳情:
秘書Dr.Benedict Topin
電話： +60 88 713696 / 715924
傳真： +60 88 713350
電郵： bovis@asia.com

五月

必達士賓哥卡節2013
五月十日-十二日
五彩繽紛的必達士賓哥卡節，是為了配合豐收節而舉辦之縣級慶典，以凸顯必達
士縣的地方特色。節慶期間將有眾多的助興活動及節目，包括海上運動、船隻裝
飾比賽、農業產品展和商業展，以及豐收節美后加冕儀式。
主辦單位:
必達士縣議會
詢問詳情:
縣議會主席Sapdin Ibrahim
電話： +60 8 8 615760
傳真： +60 88 615521
電郵： Sapdin.Ibrahim@sabah.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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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節
六月
山打根是一個迅速崛起，充滿活力的摩登城市，也是進入沙巴東海岸奇妙大自然
與野生動物旅遊景區的門檻。此年度節日舉辦的目的，是要促成山打根成為馬來
西亞其中一個最受遊客歡迎的城市。
主辦單位:
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Jeffrey Hj. Aman
電話： +60 89 273994
傳真： +60 89 272112
電郵： Jeffrey.Aman@sabah.gov.my

六月

馬達京珊瑚日2013
六月一日
馬達京島的The Reef Dive度假村，將再次聯合在學學生、社會領袖、地方自願
團體機構和相關當局，為沙巴東海岸水域的海底生態打造更好的生長環境，協力
付出心力。準備屆時推出的活動與節目如海底清潔、沙灘清潔運動，隊伍組織挑
戰和環保醒覺工作坊等，都很富有教育性。
主辦單位:
馬達京島The Reef Dive度假村
詢問詳情：
電話： +6089 770 022
傳真： +6089 770 023
電郵： sales@mataking.com
雙六空難紀念日
六月六日
在新布蘭恩惠園雙六紀念碑舉行的這項年度紀念儀式，是為了悼念於一九七六年
六月六日，在新布蘭上空因飛機墜毀，不幸罹難的沙巴州政府部長領袖。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婆羅洲觀鳥節
六月七日-九日
來自世界各地的觀鳥迷，將雲集在神山公園，期待一睹在這一帶出沒的婆羅洲
鳥類。婆羅洲是眾多鳥類的家園，包括羽色多彩的捕魚翁翠鳥和行縱難以捉摸
的婆羅洲棘毛伯勞。配合觀鳥節的舉行，主辦當局也將同步展開一系列促進生
態旅遊業發展，以及提升環保意識的活動。
詢問詳情:
Noredah Othman
電話： +60 88 212121
傳真： +60 88 222666
電郵： noredah@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borneobirdfestival.com
第七屆亞庇爵士音樂節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
本地與風靡國際的爵士樂手，將受邀參與這項籌募慈善義款盛會，傾情演繹讓
知音樂迷傾倒的古典和當代爵士樂曲棍。一系列相關的周邊活動，亦將配合這
為期兩天的音樂會盛會舉行，所籌獲的義款將捐作支援州內社區設施建設計劃
的經費。
主辦單位:
沙巴表演藝術協會及亞庇扶輪社
詢問詳情:
籌備會主席Jack Ong
行動電話： +60 16 8106505		
傳真： +60 88 260600
電郵： pulauemas88@yahoo.com.sg
第廿八屆沙巴龍舟賽
六月十五日-十六日
配合緣自中國傳統端午節而舉辦的沙巴龍舟賽，自舉辦以來已成為沙巴其中一
項主要的年度運動賽會。震懾人心的鼓聲，隨著參賽的本地及國外龍舟隊槳手
強勁有力，一板一眼毫不紊亂地划向終點而響徹雲霄，緊張的氣氛著實難以言
喻。
主辦單位:
沙巴旅遊局/斯里沙巴旅遊有限公司/沙巴華人文化協會
詢問詳情:
Zachary Mobijohn
電話： +60 88 23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電郵： zachary@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sabahdragonboat.my

六月

亞庇舊海港碼頭釣魚賽2013
六月
於2009年首度舉辦的亞庇舊海港碼頭釣魚賽，在今年將邁入第五個年頭。備有
誘人現金獎待贏取的這項賽會，每一年都會吸引亞庇市一帶，甚至納閩的釣魚高
手參加。
主辦單位:
Suria Bumiria Sdn Bhd
詢問詳情:
Nurlina Othman
電話： +60 88 235787, +60 13 8806611
傳真： +60 88 231050
電郵： nurlina@bumiria.com.my

第八屆沙巴國際民俗節
六月廿三日-七月二日
來自世界各地的民俗藝術表演團隊，將齊集在已進入第八個年頭的沙巴國際民
俗節，為本地熱衷民俗舞蹈和音樂的民眾，以及有緣來相會的各國遊客，帶來
真正東西方多元文化和平大匯流的震撼。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Joisin Romut
電話： +60 88 259457, 268851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jromut@yahoo.co.uk/ Joisin.Romut@sabah.gov.my

六月

第四屆民俗藝術展
六月廿五日-三十日
這是配合沙巴國際民俗節而舉辦的展覽盛會，為應邀前來表演民俗藝術的各國
團隊，提供展現、瞭解、欣賞與分享各別獨特民俗精粹的平台。
主辦單位:
沙巴藝術畫廊
詢問詳情:
經理/館長Jennifer P. Linggi
電話： +60 88 268535, 268748
傳真： +60 88 210040
電郵： jplinggi@yahoo.co.uk, art.gallery.sabah@gmail.com
第三屆沙巴傳統美食節
六月廿五日-三十日
到訪的各地遊客，可以在這項已經進入第三年的節慶活動期間，品嚐與發現到
沙巴種類繁多的傳統、營養豐富與風味獨特美食，以及發現和體驗到新奇又另
類的烹調料理法。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Rozietha Bumburing
電話： +60 88 258761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nanak_goku@yahoo.com

第五屆本地民俗舞蹈賽
六月廿六日-廿七日
來自馬來西亞各地、汶萊以及東合東部成長區成員國的民俗舞蹈隊伍，在這項已
進入第五年舉辦的賽會上，將為前往與會的觀眾群，帶來最具代表性和文化特色
的民俗舞蹈技藝，與本地參賽隊伍互別苗頭。
地點：兵南邦沙巴文化中心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Supian Buang
電話： +60 88 268789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yanpian04@yahoo.com
椰子節2013
六月廿八日-廿九日
在風光明媚怡人，盛產椰子的古達舉行的椰子節，是古達縣民展示椰子樹每一部
份都可物盡其用的盛會。椰子時裝美后的風采、搖滾樂隊的龍爭虎鬥、以及多采
多姿的原住民文化表演和各種別開生面的助興活動，著實獨樹一幟，讓人眼界大
開。
主辦單位:
古達市政局
詢問詳情:
古達市政局主席林似山(Sebastian Lim)
電話： +60 88 620402 / 620410
傳真： +60 88 611303 / 611306
電郵： sebastian.lim@sabah.gov.my
古達婆羅洲最北岬角黃昏音樂會
六月廿八日-廿九日
出席和陶醉在婆羅洲最北部縣屬古達新邦孟阿瑤，當地人稱燈火樓舉行的黃昏露
天音樂會，意境肯定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古典、現代樂曲，在夕陽西下時分漫天
悠揚，這是您在沙巴絕對不能錯過，氛圍舉世無雙的一場音樂饗宴。
主辦單位:
沙巴旅遊局/斯里沙巴旅遊有限公司
詢問詳情:
Francesca Lydia Chipli
電話： +60 88 23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電郵： francesca@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sunsetmusicfest.my

六月

山打根開埠日
六月廿一日
於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一日開埠的沿海漁村山打根，迄今已是繁華興盛的高商
業、工業和旅遊業發展得欣欣向榮的中樞。遊客們可以在這個慶祝開埠日的種
種活動中，深入認識山打根的被發現、發展和興盛的過程。
主辦單位:
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Ku Siu Weng
電話： +60 89 226454
傳真： +60 89 224651
電郵： SiuWeng.Ku@sabah.gov.my

Agnes Keith日
七月六日
Agnes Keith，是撰著「風下之鄉」，使沙巴聞名世界的美籍作家。她把她與丈夫
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五二年旅居沙巴的生活體驗，以及與沙巴人民相處的體會，
都反映在書中。她在旅居沙巴期間居住的寓所，已經重新修建成博物館，並成為
山打根旅遊景點之一。
主辦單位:
沙巴山打根博物館/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Joanis Ogak
電話： +60 89 222679
傳真： +60 89 229593
電郵： Joanis.Ogak@sabah.gov.my
尋根謁祖文化節
七月六日-七日
在蘭瑙奴奴拉干村莊舉行的尋根謁祖文化節，是嘉達山杜順原住民回到發源地，
授任族群最高榮譽─民族英雄儀式的重要節慶。遊客在此節慶期間，除了可以到露
天市集考驗討價還價的功力之外，也可以參與奴奴拉干探險挑戰和觀賞系列的精
彩文化表演。
主辦單位:
嘉達山杜順文化協會年度尋根謁祖委員會
詢問詳情:
Datuk Dr. Othman Minudin
電話： +60 88 713696 / 713337 (嘉達山杜順文化協會) / +60 19 8828817
(Datuk Dr. Othman)
傳真： +60 88 713350 (嘉達山杜順文化協會) / 879101
電郵： minudin05@hotmail.com

七月

第一屆再循環藝術作品賽
七月六日
為配合州環境月而舉行，主題定為「我們關心，我們清理」的首屆再循環藝術作
品賽，出發點除了提倡再循環對環境和生態保育，以及提高環保醒覺意識的重要
性之外，也藉此激勵青少年人充分利用再循環材料，構思創造或發明樂器。
主辦單位: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Cyril Aloysius
電話： +60 89 748677
傳真： +60 89 753752
電郵： cyril_lks@yahoo.com
沙巴女性畫家作品展
七月十二日-九月廿三日
沙巴女性畫家們的精心優秀創作，將不僅可以在這個展覽期間得以曝光、獲得推
薦到鑑賞和收藏家的眼前，也可以達成激發女性畫家們更熱愛創作，在藝術創作
領域更投入的目標。
主辦單位:
沙巴藝術畫廊
詢問詳情:
經理/館長Jennifer P. Linggi
電話： +60 88 268535 / 268748
傳真： +60 88 210040
電郵： jplinggi@yahoo.co.uk, art.gallery.sabah@gmail.com

© Lano Lan
沙巴博物院成立四十八週年慶典
七月十五日
沙巴博物院在籌備的豐富和充滿趣味性節目當中，將包括運動會長廊和精彩的吃
喝 (Moginakan) 活動推展儀式，與各界同申慶祝成立四十八週年。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Arif Abd Hamid
電話： +60 88 538234
傳真： +60 88 538231
電郵： Arif.AbdHamid@sabah.gov.my
婆羅洲國際帆船挑戰賽
七月廿六日-廿七日
婆羅洲國際帆船挑戰賽，是由馬來西亞在婆羅洲的兩個州屬，即沙巴和砂拉越首
次在沙巴水域舉辦的國際帆船賽會。屆時，來自全世界各地，包括遠至聖文森的
船隻將專程航抵，參與此項配合揚帆通過馬來西亞航道至東方航程所進行的壯
舉。
詢問詳情:
電話： 085-423033
傳真： 085-417249
電郵： borneorace@gmail.com
網站： www.borneorace.com
九鲁達嘎爾嘉年華
七月廿六日-廿八日
嘉年華期間，九魯河禁捕魚區(達嘎爾tagal)將會開放予當地居民與公眾撈捕垂
釣，是您攜帶家人到九魯河邊下釣、野餐、戲水及參與富有娛樂性傳統遊戲的好
時光。
主辦單位:
九鲁達嘎爾嘉年華委員會
詢問詳情:
Ariffin Gadait
電話： +60 88 255972, 019 8624585
傳真： +60 88 257091
電郵： Ariffin.Gadait@sabah.gov.my, ariffin_gadait@hotmail.com
戰爭烈士纪念日
七月三十一日
這是為了紀念和頌揚過去在婆羅洲及全國各地，為保衛國家領土而壯烈犧牲的軍
人，而舉行的獻花圈悼念儀式。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 Ku Siu Weng
電話： +60 88 5218 00, 089 226454
傳真： +60 88 316137 / 089 224651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 SiuWeng.Ku@sabah.gov.my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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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標舞學院生舞蹈賽
八月
帝國國際標準舞蹈學院的學生，肯定都會在這個賽會的舞池，渾身解數競相將所
學到的舞藝發揮得淋漓盡致，角逐榮銜。學院當局亦期望藉此賽會，讓參賽學生
提高及改善國標舞技。
主辦單位:
帝國國際標準舞蹈學院
詢問詳情:
姜玉銘
電話： +60 88 238785
傳真： +60 88 238785
獨立月慶典啟動禮
八月
馬來西亞全國同步推展獨立月，以慶祝脫離殖民地政府爭取到獨立而創組馬來西
亞。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開齋節門戶開放
開齋節第二日
沙巴州內閣的回教徒領袖，在回曆的十月開齋節，將聯合舉辦規模龐大的門戶開
放活動。現場您將可以見到女士和男士們，都穿著鑲金鏤銀的華麗服裝，寒暄賀
節，一起享用忍當燜牛肉、米粽沾花生醬汁、咖哩料理和糕餅點心佳節美食，促
進情誼，同歡共慶。
主辦單位:
首席部長署副州秘書辦事處
詢問詳情:
Paul Isidore
電話： +60 88 420515 / 429072 / 423111
傳真： +60 88 429240
電郵： Paul.isidore@dbkk.sabah.gov.my

本地花卉節2013
八月廿四日-廿五日
位於丹南的沙巴農業公園，在這兩天節慶期內，將以花卉展銷會的方式，展示沙
巴最讚且品種豐富的花卉。屆時，該公園也將舉辦各種競賽、無數的遊戲活動，
以及花卉皇后選美會，與到訪的公眾同樂。
主辦單位:
丹南沙巴農業公園
詢問詳情:
Jain Linton
電話： +60 87 737952 / 737558
傳真： +60 87 737571
電郵： agripark@sabah.net.my
富士偉根甲蟲車節
八月廿五日-廿七日
來自全婆羅洲各地的甲蟲車迷，將雲集在這裡玩賞、展覽、羡慕保養得異常完好
的富士偉根甲蟲車，歡慶獨立月。
主辦單位:
沙巴京那巴魯富士偉根俱樂部
詢問詳情:
Aderen Yagang / Jerome Kissi
電話： +60 14 7031400 / 016 8180991		
傳真： +60 88 244544

八月

八月

回曆開齋節
八月八日-九日
完成為期一個月的齋戒禁食後，伊斯蘭教徒都會舉辦家庭聚會和開放門戶，與親
朋好友好友歡慶開齋節。您將會在這期間享用到傳統的忍當燜牛肉和米粽等佳餚
美食。在馬來西亞，開齋節的首二日是公共假期。
詢問詳情: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山打根紀念日
八月十五日
一九四五年間，澳洲和英國聯軍的戰俘，被分組從山打根行軍到蘭瑙，也就是目
前仍然被稱為惡名昭彰的「死亡之旅」。每一年的八月十五日，在當年戰俘集中
營營址興建的山打根紀念公園，該些陣亡就義戰俘的許多家庭成員後裔，都會前
來舉行悼念儀式，回顧與追溯歷史。
主辦單位:
山打根市議會
詢問詳情:
Catherin Chua
電話： +60 89 273753
傳真： +60 89 272112
電郵： Catherin.Chua@sabah.gov.my

八月

大馬建國五十週年及沙巴州元首華誕特展
八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2013年是沙巴自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加入馬來西亞後，慶祝五十週年的金禧
年。沙巴博物院為了配合這個歷史里程碑的新進展，以及慶祝州元首華誕，將在
博物院的主樓舉辦大馬建國五十週年及沙巴州元首華誕特展，展出過去歷任及現
任領導的生平史實，所達成的輝煌成就，以及爭取獨立建國的歷程資料。
主辦單位: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Ms. Stella Moo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Stella.Moo@sabah.gov.my
國慶日
八月三十一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亞聯合邦自英國殖民地政府脫離而獨立，因此，
這一天即被定為獨立日。全國每一個州屬，都會與首都吉隆坡同步舉行步操隊伍
遊行的慶祝儀式。
主辦單位: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首屆山打根文化大遊行
九月
這是在山打根市區沿岸與灘頭舉行，為追溯古老驅趕魔蜮儀式的一場別開生面之
文化大遊行盛會。
主辦單位 :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
Azrul @ Jonilus Gosmin
電話： +60 89 632669
傳真： +60 89 632669
電郵： jon8973@yahoo.com
第五屆首要木吉他音樂會
九月七日
首要木吉他音樂會，是新秀樂手以木製鳴箱吉他與半鳴箱吉他演奏的音樂會，也
是一場木吉他伴奏的新秀歌唱賽會。屆時，馬來西亞首席木吉他演奏家，將應邀
擔任演奏嘉賓。誰是該名嘉賓？請親自到現場尋找答案。
主辦單位 :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
Sadian Sadio
電話： +60 88 268460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sarimin.sadio@sabah.gov.my
馬來西亞日
九月十六日
馬來西亞是在這一天成立，系列的慶祝活動將在這全國的公共假日，盛大隆重舉
行。
主辦單位 :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Kokol國際滑翔傘賽
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世界各國的國際滑翔傘隊伍，預料都不會錯過參與這項著名的挑戰運動賽會，享
受駕馭滑翔翼傘乘風凌空遨遊，在雲霄感受髪際略風而過的舒暢快意。
詢問詳情 :
沙巴旅遊局
電話： +60 88 212121
傳真： +60 88 212075
網站： www.sabahtourism.com

四月

獨立日風帆公開賽
八月三十日-九月一日
配合獨立日舉辦的年度風帆公開賽，也肩負著在沙巴推廣風帆運動的吃重任務。
主辦單位:
京那巴魯帆船俱樂部
詢問詳情:
Tony Lai
電話： +60 88 243070 / 240070 / +60 12 8333708
傳真： +60 88 243007
電郵： kyctaru1@streamyx.com

山打根美食節
九月
這是特別為推薦最富有山打根個性的飲食文化和地道美食而發起的節慶活動。掌
廚高手施展渾身解數，就地挑選新鮮食材，以獨具創意烹調料理法炮製美食，肯
定讓人讚不絕口。
主辦單位 :
Borneo’s Hidden Treasures
詢問詳情 :
Pamela Fletcher
電話： +60 13 5453623
電郵：goeasytravel@ymail.com
網站： www.goeasytravel.co

九月

婆羅洲國際蘭花展
九月廿六日-廿九日
各國的蘭花迷和專家學者，勢將蜂擁而至，參加在亞庇市香格里拉丹容亞路度假
村酒店舉行的婆羅洲國際蘭花展，觀賞盛開的名貴蘭花和陶醉在花香裡，互相交
流養蘭及賞蘭的獨到心得。
詢問詳情 :
沙巴旅遊局
電話： +60 88 212121
傳真： +60 88 212075
網站： www.sabahtourism.com
婆羅洲生態電影節
九月廿七日-廿九日
婆羅洲生態電影節這項富有獨特意義的年度活動，主旨乃是透過拍攝環保電影的
手法，展示婆羅洲的豐富多元生物文化，以及培育本地社會攝製電影的人才。為
了貫徹以透過電影媒介作為分享經驗和教育群眾關於生態保育的新知識和觀念的
意願，系列重點活動如由攝製電影名師主持的講座、工作坊等，也會在這期間以
高姿態方式展開。
主辦單位 :
婆羅洲生態電影節
詢問詳情 :
Festival Director
電話： +6088 250 443
傳真： +6088 393 539
電郵： info@beff.org.my
網站： www.beff.org.my

捲心菜與榴槤節
十月十八日-十九日
分別在昆達山鎮及蘭瑙鎮舉行的捲心菜和榴槤節，乃是特地配合國際競登神山賽
─探險系列而舉辦，以推廣在此縣盛產之耕作物的節慶活動，節目豐富，不容錯
過。
主辦單位 :
蘭瑙縣旅遊理事會
詢問詳情 :
捲心菜節 – Suatin Mayor
榴槤節 – Blasius Duasa
電話： +60 88 875337
傳真： 088 875312
行動電話： +60 19 8411435 (Suatin) / 019 8959096 (Blasius)
大學畢業生遊城
十月
這是馬來西亞沙巴大學代表，包括董事會成員、評議委員會理事成員及應屆畢業
生，配合畢業典禮的舉行，身著罩袍入城遊行慶祝的年度盛會，也是畢業生展示
在沙大就讀紀律表現的盛會。畢業生身穿光彩奪目的不同顏色罩袍與繩索，在銅
樂隊的伴隨下，使遊行隊伍更添陣容姿采。這項遊城活動除了象徵亞庇市內群眾
與沙大生間的和諧互動之餘， 也具有提醒社會加強注重教育的意識。
主辦單位 :
亞庇市政廳及沙巴大學
詢問詳情 :
Dr. Mokhtarrudin Hj. Ahmad, Director, Corporate Relations Division
電話： +60 88 320000 ext 1022/1017/1021		
傳真： +60 88 320223
電郵： crd@ums.edu.my, BPK@ums.edu.my
第28屆沙巴年度藝術獎作品展
十月
這項將由沙巴州元首主持開幕的沙巴最大型藝術獎作品展，展出的俱是本地畫家
獲獎優秀作品，其中包括職業畫家、業餘畫家與中學生。
主辦單位 :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
Jennifer P. Linggi
電話： +60 88 268806
傳真： +60 88 210040
電郵： jp.linggi@yahoo.co.uk / art.gallery.sabah@gmail.com

十月

巴夭族傳統音樂節
九月十九日-廿一日
這是特別為發揚婆羅洲巴夭族原住民文化遺產而舉辦的節慶。手工藝品和食品
展，以及巴夭族群傳統樂器和音樂歷史展，也將會在節慶現場舉行。
主辦單位 :
Komuniti 1Malaysia Kg. Ulu / Ulu Seberang Putatan
詢問詳情 :
Awang Saifudin bin Jumat
電話： +60 12 8660170
傳真： +60 88 772825
電郵： sword77@yahoo.com

回曆哈芝節
十月十五日
全世界的穆斯林，在這一天慶祝回曆朝聖日或稱哈芝節。這一天也是馬來西亞的
全國公共假期。
詢問詳情 :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國際競登神山賽 – 探險系列
十月廿日
國際競登神山賽─探險系列，是一項賽徑加長至廿三公里的挑戰賽會，參賽選手
在登達兩千零七十二公尺的拉央拉央後折返，下到馬西勞續程奔跑至昆達山鎮終
點。賽徑沿途可讓參賽選手，飽覽神山公園神奇的熱帶和亞熱帶山林植被景觀，
以及巍峨神山峰頂及溪谷丘壑的壯麗宏偉景色。
主辦單位 :
斯里沙巴旅遊有限公司
詢問詳情 :
Zachary Mobijohn
電話： +60 88 23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電郵： zachary@sabahtourism.com
網站： www.climbathon.my

十月

Rhythm of Kinabalu
20 October

The Mount Kinabalu International Climbathon – Adventure Series is a
challenging 23km route, taking competitors up the summit trail to LayangLayang (2,072m) before descending down to Mesilau and onwards to the
finish line in Kundasang town. The race course offers spectacular views of
Kinabalu Park’s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montane forest with vistas of the
summit peaks and river valleys.
Organiser:
Sri Pelancongan Sabah Sdn Bhd
For further info:
Susan Shahira
Tel: +60 88 232121
Fax: +60 88 265540
Email: shahira@sabahtourism.com
Website: www.climbathon.my

鳥蘇南裝配競賽第三系列
十月廿六日
烏蘇南，是聚居在古打毛律縣的巴夭族群，在老日子的年代用作抬駕貴族顯要的
一種工具設備。這項別開生面的賽會，可讓訪客或學者，深入窺探巴夭族群的文
化傳統特色。
主辦單位 :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
Madri Talih
電話： +60 88 977066
傳真： +60 88 977066
電郵： madritalih@yahoo.com
古打毛律露天大鬥磨
十月廿六日-廿七日
古打毛律鎮每一年都盛大舉辦的大鬥磨，是沙巴最大規模型的露天市集。期間，
您可以親睹素有「東方牛仔」雅稱的巴夭騎士，穿街過巷遊行的英姿、選美美后
出爐和騎水牛賽等。
主辦單位 :
古打毛律縣議會
詢問詳情 :
助理縣議會主任Peter Jiton
電話： +60 88 976622 / 976624
傳真： +60 88 977064
電郵： Peter.Jiton@sabah.gov.my
第廿三屆婆羅洲國際四驅車沙法里挑戰
十月廿七日-十一月三日
萬勿錯失親自參與這項賽程長達一千公里，翻山越嶺深入沙巴心臟地帶的四驅沙
法里挑戰。婆羅洲四驅沙法里，乃是為了真正考驗人力和機器最終極能耐而量身
打造設計。
主辦單位 :
沙巴四輪驅動車協會
詢問詳情 :
協會秘書Anthony Foo
電話： +60 19 8823717
傳真： +60 88 210733
電郵： info@borneosafari.com.my

十月

沙巴州元首華誕
十月五日
沙巴州人民是訂在每一年的十月份第一個星期六，慶祝州元首華誕。州元首的許
多與民同慶活動，都在這個沙巴的官方公共假期進行。
主辦單位 :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馬東貢銅鑼節
十月廿四日-廿五日
銅鑼是沙巴地位最崇高出眾的道地樂器之一，並以麥東貢鎮蘇芒甲村村民所鑄造
的品質最上乘。歡迎前來蘇芒甲村觀察村民鑄造銅鑼的過程，以及聆聽村民敲擊
出最具有沙巴代表性的民族音樂，獨樹一格的音色。
主辦單位 :
馬東貢縣議會
詢問詳情 :
Bianus Kontong
電話： +60 88 613760 / +60 10 4095599
傳真： +60 88 613786

第十六屆沙巴禮待節
十一月
亞洲旅遊國際學院(亞洲旅遊學院的前身)的學生，在講師們的監督指導之下，於一
九九七年發起了這項禮待節活動，以在旅遊業及酒店業領域提高接待服務的專業
素質。二零零六年始，馬來西亞酒店業者協會沙巴及納閩分會，與該學院聯合主
辦這項年度活動。
主辦單位 :
亞洲旅遊國際學院
詢問詳情 :
Alvin Ting
電話： +60 88 242633
電郵： atic_marketing@live.com
養生之旅博覽與研討會2013
十一月二日-三日
養生之旅
(WJ)是經營養生、保健和水療的傑出業者，聚集在一堂展銷及推廣最
新、最佳產品和服務的平台。
主辦單位 :
LifeAndStyle.com.my
詢問詳情 :
Alfred Allen Ginsos
電話： +60 88 719787
傳真： +60 88 728387
電郵： Alfred@maxxmedia.com.my

十一月

屠妖節
十一月三日
興都教徒在這一天以點燈、佈置房屋等，邀請親朋好友串門來慶祝屠妖節。興都
教徒在這一天點燈，具有祈求神明保佑平安、富足、智慧增長、和平、勇猛的涵
意。
詢問詳情 :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回曆新年
十一月五日
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在這個全國公共假期日，迎接伊斯蘭回曆新年的降臨。
詢問詳情 :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學校假期回鄉活動
十一月四日-十日
這項特別為中小學生安排，集中在沙巴博物院文化村舉辦的假期回鄉前腦激盪活
動，主旨是藉由各種充滿趣味的節目，來達到教育及提高彼等對保護自己社區無
價的傳統，以及對珍惜文化遺產的醒覺意識，扮演各自角色的目的。
主辦單位 :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
Mr. Dius Kubud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Dius.Kubud@sabah.gov.my
戰爭紀念日
十一月十日
這是為了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失寶貴性命的勇士，於納閩英聯邦共和國公
墓舉行的年度悼祭活動。
主辦單位 :
Destination Borneo Sdn. Bhd
詢問詳情 :
Willie Teo
電話： +60 87 417987
傳真： +60 87 413459
電郵： willie.lbu@gmail.com
沙巴旅遊獎2013
十一月十六日
沙巴的相關當局，在這一天將特別籌措盛大晚宴，款待和給予在沙巴旅遊發展領
域，作出標青貢獻的個人及企業機構肯定、嘉獎和最高禮讚。
主辦單位 :
沙巴旅遊局
斯里沙巴旅遊有限公司
詢問詳情 :
活動經理Susan Shahira
電話： +60 88 232121/ 212121 傳真： +60 88 265540 / 212075
電郵： shahira@sabahtourism.com
竹製樂器節
十一月廿四日
這是擔波羅里縣議會推廣及發揚，沙巴傳統竹製敲擊和吹奏樂器的盛會。現場助
陣的文化活動尚有竹樂器樂團演奏傳統樂、傳統運動遊戲、竹製物品器皿展銷會
等。
主辦單位 :
擔波羅里縣議會
詢問詳情 :
Celestinus Lawanding
電話： +60 88 782154 / 782357 傳真： +60 88 782871

十一月

© The Spa at Dalit Bay,
Shangri-La Rasa Ria Resort

© Cede Prudente

十二月
亞庇帝國舞蹈學院為了提升沙巴國標舞蹈的素質和水準，每一年都舉辦舞蹈公開
錦標賽。此項賽會公開予本區域，甚至亞太各地的國標舞好手參加。
主辦單位 :
帝國國際標準舞蹈學院
詢問詳情 :
姜玉銘
電話： +60 88 238785		
傳真： +60 88 238785

加雅街聖誕嘉年華
十二月
在亞庇市加雅街頭的袖珍公園，將出現萬頭鑽動迎接聖誕節的熱鬧景氣。歡迎各
界到場聆聽詩歌班頌唱聖詩，以及瀏覽和選購小攤販展售的應景聖誕恩物，感染
佳節降臨的氣氛。
主辦單位 :
亞庇市政廳
詢問詳情 :
Elizabeth Borubui
電話： +60 88 521800
傳真： +60 88 316137
電郵： elizabeth@dbkk.sabah.gov.my

一個馬來西亞斗亞蘭節
十二月

十二月

旨在促進斗亞蘭成為沙巴其中一個主要旅遊景區的這個節慶活動，將以推廣當地
居民如杜順、巴夭、華人及馬來人多姿多彩的傳統文化為元素。
主辦單位 :
斗亞蘭縣旅遊發展理事會
斗亞蘭縣議會
詢問詳情 :
縣議會主席Madiyem Layapan
電話： +60 88 788518 / 788511
傳真： +60 88 788363
電郵： Madiyem.Layapan@sabah.gov.my

夜遊沙巴博物院
十二月二日-三日
這個年終學校假期，不妨讓學生們耗一個晚上的時間夜遊沙巴博物院，在安全和
自然的環境，認識夜間出沒的野生動物。這項活動每晚只限廿名學生參加，且將
收取費用。
主辦單位 :
沙巴博物院
詢問詳情 :
Mr. Boniface Tanjiwan / Mr. Albert Lo
電話： +60 88 253199
傳真： +60 88 240230
電郵： Muzium.Sabah@sabah.gov.my
第三屆尋根謁祖民俗活動
十二月七日
由七兄弟開始在沙巴，以至馬來西亞各地開枝散葉的杜順族群文化和歷史，在這
項尋根謁祖民俗活動中，將一一被陳列闡述詳盡，一覽無遺。
主辦單位 :
沙巴文化局
詢問詳情 :
Julian Muslih
電話： +60 88 268895
傳真： +60 88 264235
電郵： emussateq@yahoo.com.my
來去公園
十二月七日-八日
全家出遊，是最能符合學童心願的假期活動。丹南沙巴農業公園精心打造各種育
樂活動，為所有參與的家庭，提供享受促進親子關係的體驗。
主辦單位 :
丹南沙巴農業公園
詢問詳情 :
Jain Linton, Pegawai Penyelidik Kanan
電話： +60 87 737952/737558 傳真： +60 87 737571
電郵： agripark@sabah.net.my
聖誕節
十二月廿五日
基督教與天主教信徒，在聖誕節前夕均會到各教堂出席聖誕禮拜或午夜彌撒，紀
念耶穌基督降生。此間的度假村及酒店也將在聖誕節期間，舉辦各種活動包括唱
詩班頌讚聖詩、推出聖誕節佳餚、聖誕老人派發禮物等。欲確定活動日期，請在
接近十二月時，預先向您準備下榻的酒店或度假村查詢。
詢問詳情 :
電郵： info@sabahtourism.com

十二月

第十三屆沙巴國標舞公開錦標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