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水噹噹峇里島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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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SPE5804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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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贈送» 椰子水、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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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6
09:15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6
14:3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10

回

CI 中華航空

CI772

2018/04/10
15:40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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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6
10:0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6
15: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20

回

BR 長榮航空

BR256

2018/04/10
16: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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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布蠟染、烏布傳統市場、猴子森林、冰淇淋鬆餅 DIY、JASMINE 精油按摩兩小時、時尚玩家介紹手工果醬店 、海神廟。
『讓您食指大動的美饌』
CAFÉ WAYAN 印式風味餐、旺旺海鮮國際百匯自助餐+果汁暢飲、水上亭印式風味餐、SUSHITEI 日式套餐、PICA
TAPAS 巴西窯烤、RIMBA RESORT 下午茶、貝貝尼羅義大麗海景套餐。
『優質的住宿』
五星飯店～Rimba Jimbaran 金巴蘭森林度假酒店：二晚或同級
2013 年 12 月全新開幕五星級 RIMBA Jimbaran Bali（巴厘島金巴蘭森林度假酒店）為知名品牌 Ayana 阿雅娜姊妹飯店，
同屬嘉佩樂酒店集團管理。這個占地 8 公頃的度假村依偎於阿雅娜 77 公頃的廣闊懷抱之內，被五萬棵綠色植物所環繞，俯
瞰著金巴蘭海灣。RIMBA 是印尼語中的“森林”之意，體現了酒店的優美環境與環保設計理念。酒店最吸引人的創新設計是 6
座多層次泳池及可供賓客、觀賞熱帶花卉、採摘有機果蔬的廣闊花園。St Legere 設計的園林景觀打造出不同的高度及斜
坡，巧妙呈現獨特的波浪形狀。酒店入口處如波狀起伏、綠樹成蔭，向內延伸的小徑美不勝收，令賓客恍如踏入國家公
園。酒店位于山坡之上，日出日落美景皆可盡收眼底，東南可眺望 Uluwatu Hills，西南可眺望阿雅娜水療度假酒店 1.3 公

里海岸線前的印度洋。RIMBA Jimbaran Bali 附設 SPA、健身中心、以及滑水道。公共區域的無線上網服務完全免費。此 5
星飯店的商務設備及服務包括商務中心、小型會議室以及秘書服務。渡假村的用餐選擇有 2 間餐廳，而且還有咖啡廳以及
酒吧、酒廊。飯店能為房客安排旅遊諮詢、購票服務、婚宴服務以及外匯兌換服務。額外的飯店設施及服務有 SPA 池、蒸
氣室以及三溫暖烤箱。RIMBA Jimbaran Bali 有 282 間空調房間，均提供 iPod 音響底座以及迷你吧。飯店提供免費的無線
寬頻上網服務。客房附有 47 吋平面電視，並提供 DVD 播放機。所有客房均附書桌以及電話。浴室設有浸泡式浴缸、吹風
機以及免費盥洗用品。客房內提供咖啡機/泡茶機以及免費瓶裝水。此外，飯店每晚提供開床服務，每日均有房務服務，並
且能依房客要求提供其他設備或服務，例如晨喚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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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遇滿房改訂
SOFITEL NUSA DUA
★WIFI 收費內容依飯店實際公告為主。
THE MANTRA SAKALA
★WIFI 收費內容依飯店實際公告為主。
或同級。
《花園渡假泳池 VILLA 系列》兩晚或同級~渡假型 VILLA，園內有花園景觀造景並呈獻出巴里式風格，每棟 VILLA 內皆擁
有私人的泳池 or 按摩池、並附有客廳、廚房、CD 音響…等。 ( POOL VILLA 住宿以 4~8 人一棟，2 人一室為主，每房皆
附有獨立之衛浴之設備(不可指定房型 ) 。
Mutiara Jimbaran 只有大廳有 WIFI 或 Bukit kirana 大廳房間都有 WIFI 或 Amasya villa 有 WIFI 但訊號不佳 或 Bali aroma
大廳房間都有 WIFI 或 Maca umalas 大廳房間都有 WIFI 每一棟 VILLA 只有一間房有浴缸,其他房只有淋浴設備 或 UPPALA
NUSA DUA VILLA 此間 VILLA 的路較小，故進 VILLA 前，需先換乘 VILLA 安排的接駁車 或 JIWANTA VILLAS 或 SOTIS
VILLAS 浴室只有樓主臥室有浴缸 或 PUTRI BALI SUITE VILLA 或 PITU SEMINYAK VILLA 全部房間沒有浴缸 或 GRAND
KESAMBI VILLA 或 SOTIS VILLA 或 VILLA SAVVOYA SEMINYAK 或 PUTRI BALI SUITE VILLA 或 THE JIWANTA
VILLA 或 GRAND KESAMBI VILLA 或同級。
★WIFI 內容依 Villa 實際公告為主。
＊住宿飯店以行程表列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旺季(如:中外新年假期與連休,農曆過年,端午節,元旦....等等)或滿房將以同等級
飯店確認之。





金巴蘭森林度假酒店




金巴蘭森林度假酒店
位於風景優美的金巴蘭地區，從峇里島金巴蘭 RIMBA 酒店可俯瞰峇里島，是享受餐飲, 浪漫, 海灘的絕佳選擇。 在這裡，
旅客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住宿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便快捷。




優質住宿
峇里島金巴蘭 RIMBA 酒店的一流設施和優質服務能確保客人住宿愉快。 這間住宿提供多樣設施，再講究的客人也能在此
得到滿意的服務。 這裡設有 282 間精美的客房，其中部分房型配有平面電視, 地毯, 更衣室, 室內拖鞋, 沙發。 除此之外，
住宿的各種娛樂設施一定會讓您在留宿期間享受更多樂趣。 專業的服務與豐富的特色活動盡在峇里島金巴蘭 RIMBA 酒
店。

蠟染絲綢
【蠟染絲綢】絲綢又稱絹，一種紡織品，原料來自由蠶繭抽絲後所得的天然蛋白質纖維，再經過編制而成。當蠶結繭成蛹

準備羽化成蛾時，將蠶繭放入沸水中煮，並及時抽絲。一個蠶繭可以抽出 800－1200 米的蠶絲，在經過染色、編織成絲巾
及衣裳，絲綢著名的光澤外表，能製作出最亮麗的衣服。無論時尚怎麼變遷，總有一種面料如詩似夢地縈繞在霓裳裙擺當
中，那就是絲綢。
遊客可以在絲綢中心，觀看傳統編織絲綢及印刷的方法和過程。遊客可以在絲綢中心，觀看傳統編織絲綢及印刷的方法和
過程，在這裡絲綢做的圍巾、衣服、居家用品等，種類多多，價格公道，別忘了挑些小物件，作為伴手禮送人或自己留做
旅行紀念都是最好的選擇。

鳥布市集
這是一個峇里典型的傳統市場，亦可說是峇里島最大型的市場之一。而這個以往是為當地人服務的菜市場，今日已成為一
個為外國遊客的市集。這兒販賣富有當地獨特風格的商品及紀念品，包括銀器、木雕、編織、衣服、沙龍、皮革、鞋子等
等，是購物、閒逛、參觀的好地方。

海神廟
海神廟是印尼峇里島中西部海岸的一座寺廟，是峇里島六大寺廟之一，蓋在一個經海水沖刷而形成的離岸大岩石上，在海
水漲潮時，與其連接的通道會被淹沒，無法通行，必須等待退潮才能進入廟宇參觀。海神廟原文在峇里語意指「海中的陸
地」。

SUSHI TEI 日式套餐
原始的烹飪技巧和精湛的專業知識與自然的生命力相結合，激發您真正的日本料理的體驗。

PICA PICA 巴西窯烤風味餐

峇里島-水上餐廳
在喧囂喧鬧中提供鄉村感覺。給您享受新的吃飯的經驗，伴隨著水的聲音和鮮燒烤蝦的香味。給您味覺視覺新衝擊。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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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駐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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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精油按摩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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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安排【JASMINE 精油按摩兩小時】寵愛自己的身體，解放身心！
註 : 未滿 12 歲之小朋友不佔床則不含 SPA，佔床則含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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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貝尼羅 義大利海景套餐 USD 15
【住】CHATEAU DE BALI UNGASAN 或 BALI BLISS VILLA 或同級

第 2 天 烏布 蠟染村－傳統市場－猴子森林 MONKEY FOREST－食尚玩家介紹手工果醬店－海神廟
早餐後，專車前往烏布參觀峇里島聞名的烏布藝術之旅【蠟染村及烏布傳統市場】此地是最貼近當地生活風土並滿足購物
慾望的地方，是捕捉市場活力的最好時機：皮件、衣服、沙龍布、手工藝品、水果等，店面多、選擇性高、議價空間大，
讓您享受異國購物殺價的無限樂趣。續往【猴子森林 MONKEY FOREST】園裡有可愛的野生猴子，是座綠意盎然的森
林。爾後前往【食尚玩家介紹的手工果醬店】贈送親友，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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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飯店/度假村內午餐：CAFÉ WAYAN 印式風味餐 USD 24 晚餐：PICA TAPAS 巴西窯烤 USD 31
【住】CHATEAU DE BALI UNGASAN 或 BALI BLISS VILLA 或同級

第 3 天 BEACH WALK SHOPPING MALL－冰淇淋鬆餅 DIY 或巧克力鍋下午茶
今日早餐後，前往巴里島最最最熱鬧的 Kuta 區海灘多了一個血拼的好去處【BEACH WALK SHOPPING MALL】引進了好
幾個巴里島以前沒有的國際新品牌而且是連台灣都沒有的噢！！！！逛累了，安排【冰淇淋鬆餅 DIY】享受午後時光(人數
至少四人以上)，未達改巧克力鍋下午茶。
【食】早餐：飯店/度假村內午餐：為購物方便請自理晚餐：旺旺海鮮國際百匯自助餐+果汁暢飲 USD22
【住】Rimba Jimbaran 或同級

第 4 天 住宿飯店或 VILLA 內自由活動－悠閒時光 RIMBA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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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飯店或度假村內享受豐盛的早餐後，您更可
躺在和煦的峇里島陽光下，享受戲水的樂趣及飯店設施。午後安排於【RIMBA 飯店享用下午茶】，領略宛如貴族般的悠閒
生活。

註：自由活動時間並無提供車輛之安排與使用，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水上亭印式風味餐 USD17
【住】Rimba Jimbaran 或同級

第 5 天 峇里島－台北
早餐後，行程將近尾聲了，隨後專車前往峇里島國際機場，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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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村內午餐：SUSHI TEI 日式套餐 USD 16 晚餐：機上套餐
【住】SWEE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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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峇里島來回經濟艙團體機票（團去團回，不可延回）,同時此團體行程必須團進團出，請恕無法接受行程脫隊，同
時不接受行程延回，若不參加其中部分行程視同放棄，請恕無法退費!
＊住宿飯店以行程表列安排為確認優先，如遇旺季（如:中外新年假期與連休，農曆過年，端午節，元旦....等等）或滿房將
以同等級飯店確認之。
■備註說明：
1.♫此行程 2 人以上即可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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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行程也有可能派全程國內領隊兼任導遊帶團，售價不含全程領隊、導遊、司機應付服務費。
『領隊、司機、導遊，每人每日服務費 NTD$ 200. （共計 NT$ 1000.-）』
3.本行程為團體優惠行程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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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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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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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由於峇里島的 VILLA 房間數均相當有限，以上 VILLA 不可指定，所以每團均需以當團行前說明會之確認資料為準。
註：多數 VILLA 均為兩人一幢、兩人一室、一大床之設計。
註：早餐若為管家至 Villa 內烹調均為簡易的美式早餐。
註：Villa 為旅遊峇里島的獨特住宿方式，即家庭式的渡假住宿，且大多位於田野或郊區，設備上無法與五星級酒店相比，
且因庭院滿植花草，故較難避免蚊蟲問題，但獨特的休閒方式卻深受外國遊客的青睞及喜愛。
註：每間 VILLA 房間設計格局大小均大不同，須至當地依實際發生狀況由導遊調整。
註：Villa 之加床均為加在地上之單人床墊(並無提供床架)。
註：若指定二間一棟或一間一棟 VILLA.則須視 VILLA 而異補房差。
註：團體所使用之 Villa 均為經濟型 Villa，若您期待的是豪華的渡假別墅住宿，請另選擇本公司所提供的：絕色秘境峇里島
五日、愛戀寶格麗峇里島五日..等系列行程，以免與您的期待有太多落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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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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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