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愛戀寶格麗峇里島五日

成團人數» 2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13,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任險 2 佰萬元)
團型代碼： DPSLM580405A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特惠專案» ★ 優質首選 ★不進咖啡.土產.免稅店

航班資料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CI 中華航空

CI771

2018/04/05
09:15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5
14:3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10

回

CI 中華航空

CI772

2018/04/09
15:40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09
20:55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05:15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BR 長榮航空

BR255

2018/04/05
10:0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5
15: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20

回

BR 長榮航空

BR256

2018/04/09
16: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09
21:45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05:15

交通
時間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讓您難以忘懷的豐富旅程』
RUMAH SPA LU LU SPA 兩小時、海神廟、烏布傳統市場、蠟染藝術村、Discovery Mall 購物廣場。
『讓您食指大動的美饡』
METIS 法式套餐、髒鴨餐、BUMBU BALI 印尼香料風味餐、PADMA 酒店自助餐、SUSHI TEI 日式定食、STAR ANISE 風
味餐、藍天碧海海景下午茶、ROYAL PITA MAHA 下午茶、金海灣龍蝦套餐。
『優質的住宿』
峇里島特有的花園度假獨棟式 ( ONE BED VILLA ) 的私人別墅 一晚 或同級
特別安排寶格麗：BVLGARI
這個幾乎與奢華品味劃上等號的精品旅店，聞名全球的義大利知名珠寶品牌寶格麗 ( BVLGARI ) ，在經過幾代努力下，寶
格麗除了已在全球有近 200 家精品店外，該集團近年也採多角化經營，除於 2004 年春天在米蘭開設第一家六星級精品度假
飯店外，也終在兩年後於峇里島推出 VILLA 渡假旅店，等著時尚品味家來鑑賞。
位居峇里島南部幽靜的山崖邊，座落在 160 公尺高海拔的崖壁上，俯瞰印度洋的美景，對於追求極度隱私與奢華享受的賓
客而言，是相當舒適而獨特的渡假勝地。整個渡假中心採用傳統的峇里島建築，再結合精密的當代設計風格，使用當地原

產的石頭、天然木材，還有專為寶格麗渡假中心設計的精緻手工編織藝品，讓整個渡假村呈現出華麗的氛圍下又似乎營造
出些許的靈性感召。整間飯店洋溢著優雅與靜謐的氣氛，寶格麗所要傳遞的精神正是精緻、細膩、華麗等美感，奢華風在
此飯店若隱若現而不張揚。註：由於峇里島的 VILLA 房間數均相當有限，所以每團均需以當團行前說明會之確認資料為
準。 ( 寶格麗 BVLGARI 無提供加床服務 ) 。★Wi-Fi:大廳、客房提供免費 Wi-Fi 服務。
五星～PULLMAN HOTEL ：或同級三晚，2011 年全新開幕 PULLMAN 飯店，位於雷吉安區進 KUTA 市區，緊臨 KUTA 海
灘及巴里島主要購物商店街購物逛街都非常方便。房間數擁有各式客房 353 間，休閒設施有:兩座泳池、 三溫暖 SPA、 健
身房、特色風味餐廳 (註：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若遇酒店客滿時將以其它同等級酒店取代，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
為準。)★Wi-Fi:大廳、餐廳、客房提供免費 Wi-Fi 服務。
＊＊如遇滿房將改訂：Padma Resort Bali At Legian 或同級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飯店安排】
峇里島特有的花園度假獨棟式 ( ONE BED VILLA ) 的私人別墅 一晚 或同級
特別安排寶格麗：BVLGARI
這個幾乎與奢華品味劃上等號的精品旅店，聞名全球的義大利知名珠寶品牌寶格麗 ( BVLGARI ) ，在經過幾代努力
下，寶格麗除了已在全球有近 200 家精品店外，該集團近年也採多角化經營，除於 2004 年春天在米蘭開設第一家
六星級精品度假飯店外，也終在兩年後於峇里島推出 VILLA 渡假旅店，等著時尚品味家來鑑賞。
位居峇里島南部幽靜的山崖邊，座落在 160 公尺高海拔的崖壁上，俯瞰印度洋的美景，對於追求極度隱私與奢華享
受的賓客而言，是相當舒適而獨特的渡假勝地。整個渡假中心採用傳統的峇里島建築，再結合精密的當代設計風
格，使用當地原產的石頭、天然木材，還有專為寶格麗渡假中心設計的精緻手工編織藝品，讓整個渡假村呈現出華
麗的氛圍下又似乎營造出些許的靈性感召。整間飯店洋溢著優雅與靜謐的氣氛，寶格麗所要傳遞的精神正是精緻、
細膩、華麗等美感，奢華風在此飯店若隱若現而不張揚。註：由於峇里島的 VILLA 房間數均相當有限，所以每團均
需以當團行前說明會之確認資料為準。 ( 寶格麗 BVLGARI 無提供加床服務 ) 。★Wi-Fi:大廳、客房提供免費 Wi-Fi
服務。
五星～PULLMAN HOTEL ：或同級三晚，2011 年全新開幕 PULLMAN 飯店，位於雷吉安區進 KUTA 市區，緊臨
KUTA 海灘及巴里島主要購物商店街購物逛街都非常方便。房間數擁有各式客房 353 間，休閒設施有:兩座泳池、
三溫暖 SPA、 健身房、特色風味餐廳 (註：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若遇酒店客滿時將以其它同等級酒店取代，
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Wi-Fi:大廳、餐廳、客房提供免費 Wi-Fi 服務。
＊＊如遇滿房將改訂：Padma Resort Bali At Legian 或同級
※上述飯店及 VILLA 之 Wi-Fi 資訊提供參考，若因飯店及 VILLA 臨時變動，資訊未能即時更新尚請見諒。敬請貴賓
於入住飯店及 VILL 時，請導遊協助洽詢櫃檯以現場實際狀況為主，謝謝。

【簽證說明】
◎簽證說明：印尼落地簽證及免簽證實施資料：
A．持以下國家護照需辦落地簽證：共 12 國，利比亞、阿富汗、喀麥隆、幾內亞、伊拉克、以色列、賴比瑞亞、尼
日、奈及利亞、北韓、巴基斯坦、索馬利亞等。（註：台灣持外站所發之護照號碼為 X 開頭不適用）
B．持以下國家護照可免簽：共 49 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義大利、丹麥、芬蘭、新加坡、俄羅斯、匈牙利、
奧地利、法國、德國、比利時、汶萊、菲律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智利、摩洛哥、越南、秘魯、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美國、南韓、南非、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瑞士、英國、阿根廷、埃及、印度、愛爾蘭、波
蘭、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科威特、盧森堡、挪威、紐西蘭、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巴西、澳大利亞、白俄羅
斯、安道爾、馬爾他、馬爾地夫。
C．除持以上國家護照可免簽及落地簽證外、其餘持其他國護照入境印尼皆需於出發前於印尼駐該國之領事相關單
位，附相關資料辦妥簽證。簽證費用、所需資料、工作天數等因各國護照之要求略有不同，請自行與領事單位查
詢。印尼駐台灣商務辦事處電話：02 - 87526170
※ 提醒您：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您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務必於報名
時，明白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台北－峇里島─超市採買
帶著興奮的心情，前往台灣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機飛往受到神仙眷顧的世外桃源【峇里島】在這裡，有您所憧憬的一切
吸引著你到來，今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備註：出機場後請向前方看，當地的導遊接待人員會持接機牌引導您向左走穿過免稅店(DUTY FREE)，於 EXIT 出口處與
您會合。
【食】早餐：午餐：機上精緻餐點晚餐：BUMBU BALI 印尼香料風味餐 USD 29
【住】Padma Resort Bali At Legian 或 PULLMAN 或 THE PATRA HOTEL(KUTA 區)或 KOKONUT SUITE 或 NOVOTEL
NUSADUA 或同級

第 2 天 烏布藝術蠟染村－烏布傳統市集－ROYAL PITA MAHA 下午茶
今日早餐後，前往參觀聞名烏布蠟染藝術村感受峇里島藝術之美。隨後參觀烏布傳統市集，這裡的手工藝品物美價廉，
如：紗龍、竹藤手工皮包等、您可於此選購紀念品饋贈親友。接著前往 ROYAL PITA MAHA 享用下午茶體驗貴族般的悠閒
生活。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髒鴨餐 USD16 晚餐：PADMA 酒店自助餐 USD29
【住】Padma Resort Bali At Legian 或 PULLMAN 或 THE PATRA HOTEL(KUTA 區)或 KOKONUT SUITE 或 NOVOTEL
NUSADUA 或同級

第 3 天 海神廟─DISCOVERY MALL 購物逛街－RUMAH SPA 峇里島傳統 LU LUR SPA
今日早餐後，前往建造於海中岩石上的【海神廟】參觀。百年多來，在海浪的衝蝕下仍矗立依舊，為保佑巴里島人民世代
平安的神聖地標建築。面像海神廟，一面欣賞印度洋風光，框架出一幅景致優美的圖畫。曾造訪巴里島的人流傳著“沒去過
海神廟等於沒到過峇里島”！由此可知，它的美景及價值，非常值得您親身前來體會。爾後來趟體驗購物的樂趣
DISCOVERY MALL，巴里島也是公認的購物天堂，名牌精品往往是台北的一半價錢，不趁機來逛逛，您一定會後悔，滿足
一下意猶未盡的血拼活動，逛累了安排【峇里島傳統 LU LU SPA 】寵愛自己的身體，解放身心！（共約二小時）
〈1〉由專業美容師以熱水、精油去腳底角質並按摩。 〈2〉精油按摩，從頭部至腳底放鬆全身肌肉經絡。
〈3〉全身塗上能去除角質的傳統 LULUR 草藥，待草藥完全乾固後，再佐以精油剝去草藥。
〈4〉以濃厚的牛奶敷身美白。 〈5〉泡入水面浮著鮮花辦的浴缸中。
〈6〉擦乾全身後，記得喝一杯本店的【特製薑茶】，帶動血液循環，才算完成療程。
註：未滿 12 歲貴賓恕不招待 SPA 的療程；不參加者亦恕無法退費；請自理小費 RB10,000～20,000。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METIS 法式套餐 USD 27 晚餐：STAR ANISE 風味餐 USD19
【住】Padma Resort Bali At Legian 或 PULLMAN 或 THE PATRA HOTEL(KUTA 區)或 KOKONUT SUITE 或 NOVOTEL
NUSADUA 或同級

第 4 天 自由自在的一天－藍天碧海~海景下午茶

今日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直到您從甜蜜的睡夢中甦醒。您可以自由的前往餐廳享用早餐。您可躺在和
煦的峇里島陽光下，享受戲水的樂趣，特別安排到 BLUE POINT 藍點別墅區，一邊享用著下午茶點心然後一邊遠眺著一覽
無遺的大海，視野廣闊一片藍天碧海，這種氣氛在別處是找不到的喔！亦可自費參加由導遊推薦的精選行程。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敬請自理晚餐：金海灣龍蝦套餐 USD 36
【住】BVLGARI 寶格麗 或同級

第 5 天 峇里島－台北
今日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直到您從甜蜜的睡夢中甦醒。您可以自由的前往餐廳享用早餐；隨後專車前
往峇里島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人為您協辦好離境手續後，搭機飛返台北溫暖的家，結束此次令您愉快難忘的峇里島之
旅。別忘了將五日來的種種印入腦海，峇里島的熱情永遠在南洋的海上，期待您下一次的造訪。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SUSHI TEI 日式套餐 USD16 晚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如因當地天候狀況等特殊情形，行程將會當地做調整處理。
若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本行程以 MINI TOUR 型態進行，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於機場內的過海
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MINI TOUR 享有團體機票的優惠，恕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且不可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不可事先指定坐席或
劃位（航空公司依旅客英文姓名排序），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若您要延後回國，需另補差價。
因 MINI TOUR 在旅客報名訂位後方能開始訂房作業，行程內所設定的飯店均為標準房型，若因同級飯店均客滿情況時，本
公司會優先需求同級飯店的其它房型，再行通知確認之飯店房型及房差費用，一經旅客確認同意時，則直接下訂金給飯
店，請於報名時提供正確中英文姓名，以便利所有的作業流程。若逢飯店住宿期間逢旺季、展覽期或會議期將視為保證付
費住房，訂房確認後如取消或變更將無法退回保證住房之費用。
如需訂一大床或二床，請務必先告知業務人員。若遇單人報名時，每位需補單人房差，或以加床方式第三人同價，實際房
型/床型情況，以飯店回覆為準。
部份飯店在旅客辦理入住 check in 手續時，會向旅客索取入住押金，您可使用信用卡做過卡的動作，請您放心，飯店並不
會去做請款的動作。也提醒您，出國時可隨身攜帶您的信用卡。若您沒有攜帶信用卡，飯店會先向您收取現金，每家飯店
金額不同，並於退房時退還。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備註說明：
1。♫此行程 2 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派領隊，當地有『導遊&司機』服務。
本行程系以《仿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即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
務。於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
續。
♫若人數不足 16 人以下全程導遊、司機小費為每位貴賓為每天 USD 10X 5 天＝ 共計 USD 50 美元。

♫若人數 16 人以上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為每位貴賓為每天 NTD200 X 5 天＝ 共計 NTD1，000 元。
2。本行程為團體優惠行程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3。本行程為團體優惠行程，行程中若有放棄參加：泛舟、SPA 等行程恕無法退費。
註：泛舟限定 7 歲以上 65 歲以下，凡有心臟病、高血壓、孕婦均不適宜參加，若要參加請填寫同意書。
註：未滿 12 歲貴賓恕不招待 SPA 的療程；不參加者亦恕無法退費；請自理小費 RB10,000～20,000。
4。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人需補收非國人優惠價差費用另計。
5．東南亞絕大部份五星級酒店或 VILLA 均不提供牙膏牙刷等私人性必需品，故薦於個人衛生等因素，請您務必打包於個人
行李中，自行攜帶。
6．巴里島機場，提領行李時，若有機場人員幫忙拿行李是必須支付小費 每件 USD5 - 8 若不願支付小費，請自行提領行
李。
7．國內外出入境證照查驗及海關禁止攝影和錄影！避免沒收物品及罰款
出印尼機場前(領行李、排 VISA、排海關等)，勿拿手機及相機拍照，被機場人員看見，會沒收物品及罰款
註：本行程於將因天候狀況及飯店 BOOKING 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微幅的順序調整，但所有行程保證全部走
完，敬請貴賓鑒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