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2

《升等五星》縱情峇里島五日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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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PSBV580403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免簽證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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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3
09:15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3
14:3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10

回

CI 中華航空

CI772

2018/04/07
15:40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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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4/03
10:00

台北市(TPE)台灣桃園國
際機場

2018/04/03
15: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05:20

回

BR 長榮航空

BR256

2018/04/07
16:15

巴里島(DPS)峇里島國際
機場

201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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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峇里島傳統 LU LU 牛奶花瓣浴 SPA、烏布蠟染木雕村、烏布美術館、嘉蒂露易縱橫山野雙人泛舟四合一之旅(敞篷車+白水
雙人泛舟/漂漂河+ATV 四輪傳動摩托車+可可園健走)、烏布傳統市場、小婆羅浮圖、神鷹廣場+下午茶、黃昏愛之船狂歡派
對、海神廟。
『讓您食指大動的美饌』
飯店早餐，PICA TAPAS 巴西窯烤吃到飽、港式飲茶、山林火鍋餐、黑胡椒螃蟹餐、船上國際自助餐、金滿樓烤鴨餐。
『優質的住宿』
索菲特 Sofitel Bali Nusa Dua Beach Resort：二晚或同級
2013 年 12 月 20 日全新開幕！Sofitel Bali Nusa Dua 為商務和休閒旅遊遊客而設計，位於得天獨厚的努沙度瓦-丹戎貝諾瓦
地區，是本市最受歡迎的酒店之一。 在這裡，旅客們可輕鬆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酒店位置優越讓遊人
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便快捷。
Sofitel Bali Nusa Dua 的一流設施和優質服務能確保提供客人一個愉快的住宿。 酒店安排了保管箱, 接送服務, 電梯, 禮賓接
待服務, 酒吧，旨在為客人提供最舒適的體驗。 共有 415 間房間可供客人選擇，全部都給人以安靜典雅的感覺。 不管您是
健身愛好者還是只想在疲憊的一天後放鬆一下自己，酒店的頂級娛樂設施都是不二選擇，例如：室外游泳池, 花園, 高爾夫

球場（3km 內 , 兒童娛樂室, 私人海灘。
如遇滿房改訂 :
五星～FAIRMONT SANUR BEACH BALI (原麗晶 REGENT BALI)：
座落於沙努爾黃金海灘(Sanur Golden Beach)，是當地著名的豪宅以及國際藝術家聚集的地區，酒店距離伍拉賴國際機場
(Ngurah Rai International Airport)僅需 14 分鐘車程，佔盡地利之便。酒店坐擁綿延 200 公尺、渾然天成的金黃色沙灘以及
十畝翠綠熱帶樹林，94 間風格獨具的套房透過現代峇里式室內設計，展現出典雅與傳統兼容的隱世空間，每間套房均擁有
寬敞的客廳，以及盡收眼底的海洋或園林景致。
或 The Westin Nusa Dua 或 The Laguna 或 BALI HILTON(原日航) 或 Conrad Bali Resort(GARDEN VIEW) 或 GRAND
HYATT HOTEL 或同級。
IBIS BALI BENOA HOTEL：二晚或同級
住宿於 2012 年六月全新開幕位在 BENOA 區。房間數約 174 間， 距離峇里國際機場約 30 分鐘。
如遇滿房則改訂:IBIS STYLE PETITENGET 或 D Varee Diva Kuta Bali 或 Holiday Inn Express Baruna Bali 或 FONTANA
或 SWISS BEL RESORT (PECATU) 或 KILA INFINITY 8 BALI(JIMBAR)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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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沙杜瓦海灘度假村索菲特酒店





峇里島索菲特海灘度假村
從住宿步行 2 分鐘即可抵達海灘。 Sofitel Bali Nusa Dua Beach Resort 酒店提供海濱度假客房、大型室外游泳池、潟湖游
泳池、帶熱水浴池的游泳池、Spa 與康體中心以及免費 WiFi。 酒店的空調客房均提供平板衛星電視、迷你吧、休息區、露
台以及帶電熱水壺和咖啡機的用餐區。私人浴室配有淋浴、浴缸和吹風機。




最佳地理位置住宿之一
客人可在酒店內或周邊地區進行騎自行車等各式活動。室外和室內兒童俱樂部以及帶滑梯和人造沙灘的室外游泳池。客人
可以在 So SPA、 So FIT 和 Vietura Artisan of Anti-Aging 等享受 Spa、康體和健美中心的設施。 客人還可以前往海灘俱樂
部享受終極海灘體驗。

嘉蒂露易梯田區
★敞篷吉普車欣賞梯田美景 ★冷泉溪探奇巡禮 & 白水雙人激流泛舟之旅 ★ATV 四輪摩托車 ★可可園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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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昏愛之船
夜晚將體驗一下不同的巴里島，異國渡假風情邊用餐邊欣賞晚霞落日美景！享樂海上 PARTY 勁歌熱舞，有著國際舞蹈秀&
性感女郎串場；都將使你血脈噴張、大開眼界、現場演唱氣氛讓您忍不住要熱舞一番，不知不覺的把煩惱遠遠的拋到腦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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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峇里島傳統 LU LU 牛奶花瓣浴 SPA
寵愛自己的身體，解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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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黃金爪哇咖啡
喜歡喝咖啡的人一定都喝過印尼咖啡，印尼整個群島最好的種植區在爪哇島。屬於阿拉比卡種咖啡;蘇拉威西島咖啡，顆粒
飽滿、香味濃郁。占總產量 90%的是羅布斯塔種咖啡，質量號稱世界第一。 喜愛喝咖啡的您，絕對不能錯過。

PICA PICA 巴西窯烤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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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鷹廣場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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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鷹廣場】位於金巴蘭山頂，巴里島的石雕原料，多出自此地，山頂已被切割成壯觀的石塊，在山頂的大型佛像，俯瞰
南灣美麗景色，特別安排在風格獨特的景觀咖啡，邊喝下午茶或咖啡，邊欣賞藍天碧海的景緻~~微風徐徐。今晚養足精
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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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胡椒螃蟹餐 US10
【住】Aston Denpasar Hotel / Mercure Bali Kuta Harvestland Hotel / IBIS BALI BENOA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嘉蒂露易－縱橫山野泛舟四合一之旅～敞篷吉普車欣賞梯田美景＆ATV 四輪驅動 摩托車＆雙
人白水泛舟－冷泉溪探奇巡禮冷泉溪天然漂漂河－可可園健走－烏布馬斯木雕+蠟染村－烏布美術館－
烏布傳統市場
今日來一個大不相同的巴里之旅讓您一次玩的過癮 ！ 準備好嗎？跟們一起感受縱橫山野、冷泉溪天燃漂漂河，雙人白水泛
舟的刺激快感，還有 ATV 四輪驅動摩托車等您來挑戰！
＊敞篷吉普車欣賞梯田美景：沿著風光優美景色如畫的巴里鄉間小路，來到巴里島最負盛名的 Jatiluwi 嘉蒂路威梯田區，這
裡的風光曾上過國際各知名旅遊雜誌的封面故事 ! 也代表巴里島最出名的田園風光 ! 抵達後，放眼望去一片綠油油的山頭，
高高低低的梯田，有如一篇青翠嬌綠的田園油畫，接著安排乘坐敞篷吉普車，自然美景盡收眼底，沿途景色秀麗，層層相
疊的梯田和遠遠的椰林上面則藍天白雲，絕對讓您驚嘆不已 !
＊冷泉溪探奇巡禮&白水雙人激流泛舟之旅：接著先換裝(請貴賓帶妥泳裝或 T 恤短褲)來到此地天然的冷泉溪探奇巡禮冷泉
溪天然漂漂河，此冷泉由天然火山蘊育而出，據悉有消除疲勞，活化細胞，促進機能循環之效，溪水清澈見底，最天然的
漂漂河，乘坐在橡皮圈上，順流而下來趟最自然的漂流之旅，讓您感受大自然與您肌膚之親 ！中途休息站，此時全部貴賓
轉換活動，安排由經驗充足的舵手指導員帶領大家展開活潑輕快、歡樂精彩卻無危險的【烏布白水雙人激流泛舟之旅】 (2
人一艘泛舟艇)；延途河谷及枝葉濃密的熱帶雨林；您更可看到當地居民如何依靠河流生活，引水灌溉稻田，以及在河邊沐
浴洗衣的畫面，使您難以忘懷此一多采多姿的旅遊。 ＊ATV 四輪摩托車：能適用於海灘、河床、田間泥沼等各種場地，挑
戰所有困難的環境地形，同時具備安全性及挑戰性,喜愛刺激休閒運動者最佳活動的選擇。喜愛 ATV 的朋友，您可盡情體驗
騎乘的樂趣，享受大自然生態之美，縱橫山野，體驗冒險野趣，豐富您的視野，充分感受駕駛 ATV 的快感！
烏布傳統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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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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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退費．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若要參加請填寫同意
書。
【食】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山林火鍋餐晚餐：PICA TAPAS 巴西窯烤吃到飽 USD31
【住】Aston Denpasar Hotel / Mercure Bali Kuta Harvestland Hotel / IBIS BALI BENOA HOTEL 或同級

第 3 天 海神廟─峇里島傳統 LULUR SPA─小婆羅浮圖(峇里島歷史場景)－黃昏愛之船
【海神廟】參觀。建造於海中岩石上的海神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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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峇里島傳統 LU LU 牛奶花瓣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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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即深入最吸引外國觀光客佇足的參觀島上最新最具代表作的景點 「小婆羅浮圖」，其建築外觀雄偉，入內可參觀「立體
逼真＆縮小模型」之「峇里島歷史場景」數十個，不論是當年峇里島與荷蘭軍隊或日軍作戰現場模擬，其人物神態或煙火
製作皆歎為觀止，隨後還可沿著旋轉樓梯住上爬到頂樓俯瞰峇里市景。
【黃昏愛之船】夜晚將體驗一下不同的巴里島，異國渡假風情邊用餐邊欣賞晚霞落日美景！享樂海上 PARTY 勁歌熱舞，有
著國際舞蹈秀&性感女郎串場；都將使你血脈噴張、大開眼界、現場演唱氣氛讓您忍不住要熱舞一番，不知不覺的把煩惱遠
遠的拋到腦後…今晚要讓您留下最美好的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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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滿樓烤鴨餐 USD 13 晚餐：船上國際自助餐 31
【住】『升等五星』FAIRMONT SANUR BEACH BALI(原麗晶 REGENT BALI) 或 Sofitel 或 同級

第 4 天 自由自在的一天(全日自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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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自費參加由導遊推薦的精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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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理
【住】『升等五星』FAIRMONT SANUR BEACH BALI(原麗晶 REGENT BALI) 或 Sofitel 或同級

第 5 天 印尼黃金爪哇咖啡－峇里島土產－免稅店 ; 峇里島－台北
今日早餐後，行程將近尾聲了，但您知道印尼有何特產嗎？胡椒粉、咖哩、雞湯醬、蝦餅等目不暇給，尤其以印尼特產的
黃金咖啡最為出名，您可趁此難得的機會一次購足！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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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飲茶 USD 12 晚餐：機上精緻餐點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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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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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派領隊，當地有『導遊&司機』服務。
◎報名後，服務人員將與您連繫暫先簽署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契約並以 16 人列為組團人數，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如未
達 16 人時，本公司將擇時通知解除國外(團體)旅遊契約，但解約時，在不派領隊前提下，同意出發人數仍達 10 人(含)以上
時，本公司將更換簽署國外個別旅遊契約書，但國外仍有『司機及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旅遊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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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行程出發條件，無法符合需求，為保障您之權益，建議可另選購航空公司自由行或其它相關旅遊行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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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