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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里島五日 

行程特色 
 

【行程特色】 

★本行程全程使用五年內座車 

★白色夢之帆：童話中的那艘純白色帆船--它總是能帶著人們前往充滿歡樂的海角一樂園，這一個童話般

的憧憬，將在你的峇里島旅程中實現 

  

豔陽藍夢島：峇里島最負盛名的離島，優美的離島風光，美麗的白色沙灘，精彩的海上活動，讓您度過充

實歡樂的一天。 

註 1：如參加各式水上活動，下水前請穿著完整救生衣具並聽從指導人員指示。 

註 2：部分水上活動項目因具有操作風險並屬高消耗體能項目，凡未滿 12 歲及超過 60 歲或有心臟相關疾

病、高血壓、癲癇、或懷孕之貴賓，基於安全與健康因素考量，均不宜參加本項活動，敬請見諒。 

註 3：巴里島政府公告：2019 年 7 月 1 日起，前往藍夢島/貝尼達島的貴賓，上島時候需另外收取島上環

境服務清潔費，每位貴賓大人:RP25,000，小孩(嬰兒至 12 歲以下):RP15,000，敬請留意配合。 

  

 

【餐食安排】 

註：體驗當地的特殊飲食特色是我們安排的重點，由於個人口味均有不同，故請以嚐鮮的心情來 

體驗當地的風味餐。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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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GUNA RESORT 華麗百匯自助餐 

位於高級飯店林立的努沙杜瓦度假區，飯店擁有美麗迷人的沙灘和一望無際的海洋。豐富且多樣化的餐飲

選擇。THE CAFE LAGOON 提供國際自助晚餐，主廚即為頂級 St.Regis 飯店之主廚，在精緻豐富的菜色中顯

現其不凡水準；從道地印尼料理,到日式料理、中西式料理及各式沙拉、甜點、招牌巧克力塔、水果等，應

有盡有；開放式廚房，廚師們在餐廳現場為您們料理最新鮮的精緻美食，快來享受這美味的大餐吧！ 

  

 

2.HARD ROCK HOTEL 硬石酒店內用晚餐。 

註：用餐型態依當天飯店所提供之型態為主。 

  

 

3.水上風情印尼風味餐+飲料。 

4.烏布傳統風味髒鴨餐+飲料。 

5.海景餐廳(豬肋排或魚排+飲料)。  

6.金巴蘭海鮮王中式合菜或娘惹風味餐。 

 

  

【飯店說明】 

註 1：安排住宿五星級酒店兩晚，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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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VAYA BEACH RESORT《標準房》KUTA 區 

 

 

PULLMAM RESORT 普爾曼酒店《標準房》KUTA 區 

★LOBBY & ROOM WIFI FREE。 

ACCOR 集團下的五星飯店，座落於 KUTA 區，鄰近 KUTA 海灘，以及巴里島的購物、夜生活中心。飯店

整體造型，是以巴里島代表性的花朵《雞蛋花》的花瓣形狀為構想，加上巴里島式的建築風格，營造出濃

厚的南國海島渡假風情；飯店總共 353 間房，每間舒適潔淨、設備齊全。飯店內光泳池就有三座，包括一

樓、頂樓及兒童戲水池，此外，健身中心、SPA、法式餐廳、巴里風味餐廳及頂樓的酒吧。 

   

HOTEL PADMA BALI 蓮花酒店《標準房》LEGIAN區 

座落於浪漫花園，提供舒適客房、一流的設施和巴里島式的熱情款待。5至 10分鐘即可到達庫塔中心區琳瑯滿目的商店、餐

廳和娛樂場所。悠閒愉悅的一天由豐盛的國際自助早餐開始，鄰近大海及沙灘。 

  

THE STONE KUTA 《標準房》KUTA 區；不提供加床服務 

   

http://www.gogo88.com.tw/
http://theanvayabali.com/e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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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KARTIKA 

《標準房》KUTA 區 

   

【巴里島團體泳池別墅 VILLA】 

 

安排住宿巴里島泳池別墅 VILLA 兩晚，體驗隱密的休閒渡假方式，感受特別、就是不一樣。 

 

註 1：多數經濟型團體 VILLA 均為 04 至 08 人一幢、兩人一室、一大床之設計。且每家 VILLA 所建造之房

型均不盡相同，故恕無法接受貴賓指定房型，亦有可能跟其他團客人同棟住宿之可能，敬請留意。 

註 2：早餐若為管家至 Villa 內烹調，則為簡易的美式早餐。 

註 3：Villa 為旅遊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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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島只有高

單價的 Villa，如：寶格麗、ALILA、FOUR SEASON 等，才會面海有自己的沙灘，設備上無法與五星級酒

店相比；且由於庭院種植花草，故較易有蚊蟲問題，但獨特的休閒方式卻深受外國遊客的青睞及喜愛。 

註 4：每間 VILLA 房間設計格局大小不一定相同，須於當地當時委請導遊，依實際發生狀況及需求做局部

調整，無法盡如人意之處，尚請見諒。 

註 5：Villa 之加床均為加在地上之單人床墊，並無提供床架。 

註 6：Villa 內切忌單獨一人使用泳池，請務必在有同伴或同行者時並注意水深及相關安全使用。 

註 7：團體所使用之 Villa 均為經濟型 Villa。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019/10/16 中華航空 CI771 桃園 09:15 峇里島 14:40 

2019/10/20 中華航空   CI772  峇里島   15:40  桃園 20:55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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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內容 
 

 

第 1 天  桃園／巴里島～花園廣場購物中心(約 40 分鐘)～飯店自助晚餐 

上午齊集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印度尼西亞渡假天堂～巴里島。在此停留的時間中可享受豐富的藝術色彩及美麗翠綠

的大自然景色。 

註：親愛的貴賓，在巴里島機場內出海關前(排 VISA、過海關、領行李等)，勿拿手機及相機拍照，如被機場人員、海關

人員看見，可能會被沒收物品及罰款，請您特別注意。 

●【BALI COLLECTION 花園廣場購物中心】：位在努沙杜瓦度假區內，規模最大、商品最齊全的購物商場。以巴里島傳

統建築村落為造型，內部分為 3 區，數十家商場及餐廳毗鄰而立，規劃整齊，購物動線流暢，你可以順著林蔭道路一一

拜訪商家。其中包括 1 家 SOGO 百貨公司，以及許多全球品牌商店，像是 Polo、Paul Smith、D&G、Miss Sixty、FCUK

等等，特別推薦在巴里島很受歡迎的澳洲品牌 Body and Soul，以及本地品牌 Uluwatu，這兩家在這裡的店面都不小，

可以慢慢選購。 

 

住宿：釜 UPPALA UMALAS(UMALAS 區) 

UPPALA NUSA DUA VILLA(NUSA DUA 區) 

IMPISANA PRIVATE VILLAS SEMINYAK(水明漾區) 

THE LEAF JIMBARAN(JIMBARAN 區) 

JIWANTA VILLAS(UMALAS 區) 

BALI PARADISE HERITAGE VILLA(JIMBARAN 區) 

AMASYA VILLA(水明漾區) 

MACA VILLAS & SPA UMALAS(KROBOKAN 區) 

SOTIS VILLA(CANGGU 區) 

GRAND AKHYATI VILLAS (KROBOKAN 區) 

註 1：多數經濟型團體 VILLA 均為 04 至 08 人一幢、兩人一室、一大床之設計。且每家 VILLA 所建

造之房型均不盡相同，故恕無法接受貴賓指定房型，亦有可能跟其他團客人同棟住宿之可能，敬請

留意。 

註 2：由於巴里島的 VILLA 眾多，限於版面並無法一一列舉所有使用的 VILLA，故請以當團行前說

明會所公佈之 VILLA 為準(均為團體同等級同價位之 VILLA)。 

註 3：由於巴里島當地團體使用的 VILLA 別墅，多數由於規模不大，所以大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

供應方式為主要的供水方式；於是在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的

狀況。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盡量避開大家重

覆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

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註 4：VILLA 庭院種植花草，故較易有蚊蟲問題，請自行攜帶防蚊液。 

早餐： X 午餐：機上餐食 晚餐： NOVOTEL BENOA 飯店

自助晚餐 或 HARd ROCK 飯店

自助餐 

 

第 2 天  巴里島～田野泛舟之旅～烏布髒鴨餐+飲料～烏布傳統藝品市集(約 1 小時)～祕密花園山

林景緻下午茶～巴里島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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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泛舟之旅】：泛舟場所為巴里島美麗的河畔，經專業人員解說注意事項，整裝後您將踏上刺激的泛舟之旅，這

趟泛舟之旅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一路上山巒起伏，有險峻的山谷及鄉村的景色盡入眼簾、湍急的河流正考驗各位團隊默

契，過程中隨時讓您驚嘆不已。 

註 1：泛舟活動基於安全理由限定 7 歲以上 65 歲以下貴賓，但若有心臟病、高血壓及孕婦均不適宜參加，若要參加請填

寫同意書。 

註 2：針對無法參加泛舟活動之貴賓，可改安排參加巴里文藝活動：傳統草編／繪畫風箏 2 選 1；請旅客於出發前三天向

您報名的客服人員提出需求以便當地進行活動備料；恕無法接受當地臨時變更需求。 

註 3：泛舟當天午餐安排於烏布餐廳享用烏布髒鴨風味餐，有別於市面一般行程於泛舟餐廳使簡餐，本公司品質衛生更有

保障。 

註 4：水上活動難免可能弄溼衣物，請旅客自行考量當日是否另帶換洗衣物。 

●【烏布傳統藝品市集(或蘇卡瓦帝傳統市場)閒情散策】：自由參觀傳統手工藝品藝術街，看看精品店、繪畫、和極具原

創性的工藝品，保證您逛也逛不完。 

●【祕密花園山林下午茶】：專車前往位於烏布的後花園，本地的山林風光景緻堪稱一絕，在這得天獨厚的天地裡，您

可以悠哉的一邊賞景一邊享受印尼式茶點，閒暇的午後時光，是旅行中美麗的註解。 

●【MANG ENGKING 水上餐廳】：位於水明漾的北端，在偌大的人工湖上，建於水上，就是我們用餐的地方，完全以

竹子與茅草來做裝飾，非常具有巴里島的風情，今晚就在愜意的環境中，品嚐道地的印尼風味。位於水明漾的北端，在

偌大的人工湖上，建於水上的茅草屋，就是我們用餐的地方，完全以竹子與茅草來做裝飾，非常具有巴里島的風情。 

 

住宿：同上  

早餐： VILLA 早餐 午餐：烏布髒鴨餐+果汁   晚餐：水上亭南洋風味合菜餐+

飲料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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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天  夢之帆藍夢島豔陽之旅～LAGUNA RESORT 華麗自助晚餐～巴里島 

 

●【白色帆船前往藍夢島：】揚帆而起，豪情頓生，人生旅程中的感動就在童話中的那艘純白色帆船－它總是能帶著人

們前往充滿歡樂的海角一樂園；這一個童話般的憧憬，將在你的峇里島旅程中實現 

註：船行時間約需 1.5 小時左右，視當日的海象狀況而定。 

 

抵達後、開始安排一連串的離島活動： 

★迎賓飲料：一杯沁涼的迎賓飲料，讓您忘卻頭頂艷陽、腳踏沙灘的酷

暑。 

★浮潛、半潛艇：換上最性感亮麗的泳裝，帶著浮潛三寶，前往藍夢島

外海尋找熱帶魚的芳蹤，更可以一覽神秘的海洋世界，讓您一圓親海

玩水的夢想。 

★香蕉船：驚險刺激的海上飆浪活動，讓您過足競速的快感，更可感受

呼嘯而過的海風，而且不限次數，您要挑戰幾次都可以！翻不翻船由

您決定。 

 

★藍夢島自助簡餐：藍夢島享用自助午餐，每人飲料乙杯及礦泉水。 

★泳池游泳、日光浴、滑水道戲水：午後，可自由到泳池游泳或玩滑水道，或到沙灘散散步。 

★村落風情之旅：自由參加。 

★回航船上下午茶：下午回航時，船上服務生會先貼心的送上一條冰毛巾，一消暑氣。享用下午茶時間，讓你度過一天真

正的海島假期，完成一段對海島的綺麗夢想。 

註 1：半潛艇及村落風情之旅,為 2 選 1,敬請選擇喜歡之項目。 

註 2：遇夢之帆維修或被包船或海象不佳時則以愛之船或銀快號代替 

註 3：如參加各式水上活動，下水前請穿著完整救生衣具並聽從指導人員指

示。 

註 4：部分水上活動項目因具有操作風險並屬高消耗體能項目，凡未滿 12

歲及超過 60 歲或有心臟相關疾病、高血壓、癲癇、或懷孕之貴賓，基於安

全與健康因素考量，均不宜參加本項活動，敬請見諒。 

註 5：巴里島政府公告：2019 年 7 月 1 日起，前往藍夢島/貝尼達島的貴賓，

上島時候需另外收取島上環境服務清潔費，每位貴賓大人:RP25,000，小孩

(嬰兒至 12 歲以下):RP15,000，敬請留意配合。 

  

 ●【拉古拿飯店】THE CAFE LAGOON 國際自助晚餐：主廚即為頂級 St.Regis 飯店之主廚，在精緻豐富的菜色中顯現

其不凡水準；從道地印尼料理,到日式料理、中西式料理及各式沙拉、甜點、招牌巧克力塔、水果等，應有盡有；開放式

廚房，廚師們在餐廳現場為您們料理最新鮮的精緻美食，快來享受這美味的大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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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MULIA RESORT(GRANDEUR ROOM)NUSA DUA  或  SHERATON KUTA RESORT (DELUXE 

ROOM)KUTA  或  INDIGO SEMINYAK (CLASSIC ROOM)  或  RITZ CARLTON RESORT(26 坪套

房)NUSA DUA  或同級旅館 

早餐： VILLA 早餐 午餐：藍夢島印尼式自助簡餐   晚餐：LAGUNA RESORT 華麗自

助餐 

 

第 4 天  巴里島～巧克力花香 SPA LULUR(約 2 小時)～海景餐廳(豬肋排或魚排+飲料)～海神古廟

(約 40 分鐘)～KUTA 閒情散策(約 1 小時)～巴里島 

 

●【巴里島南洋美體巧克力主題 SPA】 

(1)用海鹽水洗淨腳部可消除疲勞，促進血液循環，並軟化角質。       

(2)按摩全身，用天然的花香精油輕揉，在通體舒暢的感受中，您會分不出那一段肌肉正在按摩到，享受到全身同時放鬆

的快感。                      

(3)使用特製的草藥植物材料及巧克力可可香料敷身，並輕揉全身肌膚，可去除全身角質及毒素，並鬆弛緊張筋骨和肌肉。 

(4)清洗全身的草藥後，抹上獨家的可可並包裹全身，讓可可滲入皮膚，在皮膚吸收精華的同時，您可以在柔和音樂的陪

伴之下，盡情展開您的冥想空間，可使皮膚潔白柔軟、細嫩。 

(5)浸泡在盛滿著海鹽和花瓣的溫水池內，一股溫熱感受沁入您的身心，此時此景讓人倍感尊榮，尤 

其是那一種和大自然相融的感覺，讓您由衷領略奇妙生命的真正意義。 

(6)療程結束後，全身淋浴，再來一杯熱熱的薑茶，結束這奇妙的兩小時。 

 

註 1：於國外不參加者視同自動放棄，恕無法提供退費。 

註 2：SPA 小費每次每人約 RB20,000 敬請自行給予芳療師。 

註 3：兒童不佔床者團費恕不包含 SPA；兒童佔床者團費包含 SPA，若不做 SPA 為作業方便，請於出發前告知，可退費

每人 NT300；於當地選擇放棄 SPA，則無法於返國後申請退費，請見諒。 

 

●【海神廟】：此廟建於海中岩石上，浮現於印度洋之洶湧波濤中的廟，象徵著巴里島宗教屹立不搖的指標，每當漲潮

時淹蓋整個寺廟四周，彷彿一座孤島漂浮在海中央而若隱若現，加上神廟中有甘純之淡水自海中湧出，當地人稱之為神

水，傳說可治百病更是憑增它的神祕與美麗。這裏同時也是當地印度教尊為聖地，其漲潮時海水淹沒整個岩石卻淹不到

這座廟，有如浮在海中的一座神廟。 

註：通往海神廟道路是鄉間小路，路程較遠，不塞車的情況下單程車程約 2 小時左右。 

●【KUTA 區】：這裡一直是許多遊客瀏連忘返的地方，精品店、名品店、餐廳、PUB 都在此地，幾乎匯集服飾、鞋店、

精油店、飾品店等，而且有些有名的商品會在此設點、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個性及風格，逛上一整天，您會發現仍然是

不夠的！KARTIKA DISCOVERY GALLERY，它同時也是巴里島最大精品購物商場，KUTA 區是旅客最愛的名牌購物天堂，

不來逛逛您可是會後悔的。 

註 1：因 KUTA 區為單行道，且道路狹小，當地政府規定 35 座以上遊覽車不得進入，故當團若是使用 35 座以上遊覽車，

則會使用接駁車入內，進行自由活動，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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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釜山 樂天飯店或同級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海景餐廳(豬肋排或魚排+

飲料)   

晚餐：請自理  

 

第５天  巴里島～品嚐道地巴里黃金咖啡～POLO 衫～機場／桃園 

●【黃金咖啡夢工廠】：享受黃金咖啡的薰陶，一邊品嚐濃濃又香純的咖啡，一邊聽當地專業人員為您解說咖啡的成長

及製作過程，喜愛咖啡的您在此可買到香醇的黃金咖啡。 

您知道印尼 POLO 衫很有名嗎?種類眾多，目不暇給，趕快趁這次難得的假期一次購足吧。 

午餐後，揮別熱情的巴里島，返回溫暖的家。 

註 1：本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住宿：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金巴蘭海鮮王中式合菜 

或 娘惹風味餐 

晚餐：機上套餐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32,000(可刷卡 NT31,000+1,000 導遊領隊司機小費(現金) )    
每人新台幣$31,500(現金)—(現金優惠價 30500+1,000 導遊領隊司機小費) 

(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費用說明 

(A)團費包括 

1. 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200 萬意外身故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20 萬 

   (依據觀光局『國外旅遊契約』第九條第五款中規定，特別提醒每一位參加團體的貴賓，不要忘了自行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2. 機場稅+燃油稅。 

3.  國外司機、導遊領隊小費 

 

 (B)費用不包 

1. 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400 

2. 機場來回定點接送機服務。 

 

簽証說明  

(A) 護照新辦須準備： 

1. 凡 14 歲以上須附身分證正本 

2. 舊護照 

3. 半年內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兩張  

**請避免使用快拍** 

4. 請提供緊急聯絡人及家裡連絡電話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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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6.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 或 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7.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父母的婚姻關係正常的情況下），如父母離異請

附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以及戶謄一份（須備有監護人歸屬） 

(B) 首辦護照者應備： 

1. 請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護照規格兩吋白底"大頭照（頭頂到下巴至少 3.2~3.6 公分，需露耳露眉）

兩張，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認證" 

  2.  將戶政所給的紙本資料及身分證正本交由代辦旅行社即可 

    3. 如有改名請附戶謄正本一份（記事不得省略）；男性如退伍請附退伍令正本，如身分證有備註役別 

    可免退伍令；男性如免役請附免役令正本 

    4. 未滿 14 歲(未領身分證者)請附戶口名簿正本或戶謄正本，及監護人（父或母）身分證正本 

    5. 未滿 18 歲，須附父或母或監護人的身分證正本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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