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進咖啡/土產/免稅店) 團型代號:DPSHF5

『優質的住宿』

                           《KUTA 區》：兩晚或同級

                           座落於峇里島的     區，給您歡樂假期與放鬆身心的完美住宿選擇。在這裡，旅客可輕鬆

前往市區內各大旅遊、購物、餐飲地點。 飯店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變得方便快捷。

如遇滿房則改訂                    或           或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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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ATON KUTA RESORT喜來登度假酒店《KUTA 區》：兩晚或同級

安排     年   月開幕                      ，位於巴里島最繁華熱鬧的庫塔市中心，設有有  間餐廳供房客用餐。游泳

池畔酒吧以及酒吧 酒廊均營業，能供應飲料。飯店提供   小時全天候客房服務。娛樂設施有室外游泳池  全年開放 、兒

童游泳池、   池以及健身設施。飯店於館內設有全套養生    服務。飯店設有商務中心，並備有小型會議室、影音器

材以及商務服務。公共區域提供免費無線上網，飯店設有電腦。此家庫塔飯店設有宴會與會議場地，提供會議廳、宴會廳

以及展覽廳。

■ 您可依照各人喜好 加價選擇其它飯店住宿。

使 用 飯 店 原喜來登改港麗酒店原報價補收

港麗 CONRAD RESORT (DELUXE GARDEN VIEW) 兩晚

連住兩晚可得以下:(不再提供喜來登下午茶)

適用期間: 20170401-20170623

1次晚餐套餐 ,不含飲料

1次下午茶

1次 60分鐘按摩

NTD1,000

港麗酒店                ：

旅遊界公認全球頂級的飯店～港麗酒店，座落於峇里島的      及        區，於     年  月開幕是國際連鎖希爾頓旗

下最高級品牌的渡假飯店，也是印尼總理指定招待外賓的頂級酒店，酒店鄰近沙灘。港麗酒店的房間數約    間，建築風

格融合了當地傳統建築與現代典雅設計，搭配開闊的泳池庭院造景，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飯店內熱情的接待人員更是

http://www.mercure.com/gb/asia/index.shtml
http://www.ibis.com/gb/hotel-9234-ibis-styles-bali-petitenget-/index.shtml
http://www.ibis.com/gb/hotel-8118-ibis-styles-bali-kuta-circle/index.shtml
http://www.accorhotels.com/gb/hotel-8449-ibis-styles-bali-benoa/media.shtml
http://www.sheratonbalikuta.com/
http://bali.conradmeetings.com


讓您賓至如歸，房間內嶄新的陳設，提供您舒服的空間，飯店設有熱帶植物園林、內有各式餐廳酒吧、戶外海景泳池、   、

三溫暖、美容沙龍、健身中心、網球場、兒童俱樂部、商務中心…等，在這裡才可真正體會到頂級的旅館真諦。

使 用 飯 店 原喜來登改 ALILA VILLA原報價補收

ALILA ULUWATU (ONE bed pool villa) 兩晚

連住兩晚可得以下:(不再提供喜來登下午茶)

可選擇 1次 60分鐘 SPA 或 1次晚餐套餐(須於出發前告知)

NTD 18,500

Ali la Vil las Uluwatu：《ULUWATUA 區》，2009 年 6 月開幕，位於峇里島南邊烏魯瓦度懸崖上，距機場約 30 分

鐘車程，以環保概念出發的 Alila Villas Uluwatu，總面積共有 14.4 公頃，現代感十足的建築加入了許多傳統峇里島的元素，

頗具新意。餐廳的主牆面是以 2500 片從各地蒐集而來的印染模子組裝而成，各個都有其歷史，堪稱旅店內最美麗的印記。

每棟別墅皆擁有獨立泳池與可俯瞰蔚藍印度洋美景的私人露台，以深褐色、淺棕色等大地色系與白色交相呼應，將客廳與

臥室區域巧妙結合，輔以摩登的內裝擺置，頗有入住私人小豪宅的感覺。大量運用白色是 Alila Villas Uluwatu 的一大特色

之ㄧ，不僅屋裡屋外都是白顏色為主軸，就連工作人員也是身著純白服飾，白色是最環保的顏色，因為可以避免吸熱，儘

可能降低空調的使用，省下電力的耗費，開放式的牆面與寬敞的走道，也助於風的流動，讓人感受自然的懷抱。

使 用 飯 店 原喜來登改 ANANTARA原報價補收

ANANTARA ULUWATU BALI (Ocean View Suite) 兩晚

(不再提供喜來登下午茶)
NTD 12,000

頂級豪華海洋套房：ANANTARA ULUWATU OCEAN SUITE 《ULUWATUA 區》專攻渡假海島，頂級安娜塔拉

酒店由知名的 Minor International Pel飯店集團所經營。旗下有500家餐館和11家知名的渡假村，Mandara和Anantara

Reaort系列的島嶼渡假村，被評選為世界14個最佳的渡假島嶼聖地之一。此飯店集團在泰國知名渡假勝地華欣Hua Hin，

蘇美島Koh Samui皆有開設頂級渡假村，2006年於馬爾地夫島嶼投資開設，最新作品是2012年在印尼峇里島開幕的精緻

ANANTARA ULUWATU RESORT.囊括了島上的自然美景和神秘色彩及令人驚歎的位置和現代融合渡假風格的綠建築,大面積的

落地玻璃可讓你在室內即可欣賞峇里島綻藍的天空,及海洋景觀~提供了峇里頂級客人們另一個不同的住宿選擇。從最基本

的戶戶面海套房到頂級崖景泳池別墅，讓你體驗另一種峇里度假風情。此飯店位於DREDAMLAND海灘旁，以澎湃的波濤、

沿著石灰岩峭壁和神秘岩洞而著稱，是紓解壓力者及放鬆緊繃情緒的夢想之地，對勇敢的遊客來說也不乏刺激。邀請您來

探索峇里島最動人心弦的新篇。

http://www.alilahotels.com/uluwatu
http://balianantarauluwatu.com/


使 用 飯 店 原喜來登改 BANYAN TREE原報價補收

BANYAN TREE (ONE bed pool villa garden) 兩晚

連住兩晚可得以下:(不再提供喜來登下午茶)

適用期間: 20170401-20170714

1次 3道式 BUMBU印式晚餐套餐 ,不含飲料

1次下午茶

1次 90分鐘按摩- (60分鐘身體按摩+30分鐘休憩時間)

NTD 22,500

Banyan Tree Ungasan《ULUWATUA 區》:於 2009年 12月開始營運，位於峇里島南端的烏魯瓦度區岩石峭

壁之上，鄰近          國際機場僅需   分鐘車程，居高臨下的地理位置，全區建築在   公尺高的懸

擁有絕佳的景觀視野，能盡情瞭望壯麗的印度洋海景；簡約時尚的建築風格明亮寬敞，每位旅客皆配有私

人無邊境泳池與豪華的戶外發呆亭，專屬的庭園點綴熱帶林木花卉，完善的設配為您提供賓至如歸的舒適

自在，下榻於此，您能盡情享受度假的悠閒寧靜，同時感受最真切的南島風情。

『讓您難以忘懷的豐富旅程』

                     野生動物園、烏布藝術之旅(烏布美術館、蠟染村、傳統市場)、海神廟、KUTA 購物逛

街、LU LU SPA。

『讓您食指大動的美饌』

        荷蘭皇家風味餐，動物園獅子餐廳、皇宮髒鴨印式風味餐、亞洲風味自助餐、楊家醬黑楜椒螃蟹餐、

SHERATON KUTA 下午茶、SUSHI TEI日式套餐。

※ 特別贈送※ 遮陽帽、椰子水、礦泉水，處處有驚喜 

♫此行程 2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派領隊，當地有『導遊』服務，

♫『導遊』小費不足 16 人小費每人每日 USD10 X 5 天＝ 共計 USD 50 美元。

♫16 人以上全程領隊、導遊、司機、小費為每位貴賓為每人每天 NTD 200X X 5 天＝ 共計 NTD 1,000 元。
【參考航班時間】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長榮航空 BR255 台 北 10:00 峇里島 15:20
回程 長榮航空 BR256 峇里島 16:20 台 北 21:35

http://www.banyantree.com/en/ap-indonesia-ungasan-bali


去程 中華航空      台 北      峇里島      

回程 中華航空      峇里島      台 北      

第㆒㆝ 台北―峇里島―KUTA購物逛街
帶著興奮的心情，前往桃園國際機場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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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區逛街購物】，巴里島是公認的購物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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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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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晚養足精神，以備翌日展開此次豐盛愉快的旅程。

ꚭ쁜ꅇꛛ뉺 쁜ꅇ뻷ꑗ뫫뵯쁜쉉 뇟쁜ꅇSTARANIS닼쓵곓깡궷ꣽ쁜 USD19
住宿酒店：                           《    區》或同級

第㆓㆝ 「Safari ＆ Marine」野生動物園－(動物秀－大象秀)－峇里島傳統 LU LU牛奶花瓣浴 SPA
今早前往位於烏布附近的「                     」野生動物園，這標榜半野生式的動物園面積約   公頃 在這把

自然環境融入園區設計中，而且不露痕跡、不矯情；造訪這裡，搭乘遊園車來趟「叢林歷險記」，不僅打從各種動物面前

經過，甚至過橋涉水，雖然沒有恐龍，卻頗有《侏儸紀公園》的氣氛，在車內欣賞動物姿態，大象、獅子、老虎、四不像

等各式各樣約   多種的動物就在各位的面前悠閒地晃盪。為您解放緊繃的神經舒壓，寵愛自己的身體，解放身心！安排

【峇里島傳統     牛奶花瓣浴    】（共約二小時）

〈 〉由專業美容師以熱水、精油去腳底角質並按摩。 〈 〉精油按摩，從頭部至腳底放鬆全身肌肉經絡。

〈 〉全身塗上能去除角質的傳統      草藥，待草藥完全乾固後，再佐以精油剝去草藥。

〈 〉以濃厚的牛奶敷身美白。 〈 〉泡入水面浮著鮮花辦的浴缸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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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ꚭ쁜ꅇ뚺ꦱꛛꝕ쁜 쁜ꅇ냊ꪫ뛩럠ꑬ쁜왕 USD41 뇟쁜ꅇ걷궷ꣽꛛꝕ쁜 USD14

住宿酒店：                           《    區》或同級

第㆔㆝ 烏布藝術之旅 (蠟染村－烏布美術館－烏布傳統市場)―海神廟
享用完美味的早餐後，續往世界聞名的－烏布藝術文化區，靜謐祥和，悠然閒適的山間小村是巴里島藝術家匯集所在；亦

是巴里島藝術發源地，在此比任何地方更能感受到巴里島之美，也可參觀當地著民所展現的蠟染及畫畫天份，參觀峇里島

聞名的【蠟染藝術中心】，隨後隨後參觀－【烏布美術博物館】，幽靜祥和、悠然閒適的山間小村是藝術家匯集之地，更

能感受峇里島之美。爾後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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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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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ꚭ쁜ꅇ뚺ꦱꛛꝕ쁜 쁜ꅇ곓깣얼쁮쁜 USD11 뇟쁜ꅇ램깡싦뛂굊듔뿀쏉쁜 USD12

住宿酒店：SHERATON KUTA RESORT喜來登度假酒店《KUTA 區》或同級

 或您可依照各人喜好 加價選擇其它飯店住宿。 

第㆕㆝ 全㈰㉂由活動 － SHERATON KUTA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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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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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ꚭ쁜ꅇ뚺ꦱ꒺ꗎ 쁜ꅇ띱뷐ꛛ뉺 뇟쁜ꅇ띱뷐ꛛ뉺

住宿酒店：SHERATON KUTA RESORT喜來登度假酒店《KUTA 區》或同級

 或您可依照各人喜好 加價選擇其它飯店住宿。 

第㈤㆝ 峇里島－台北

http://www.mercure.com/gb/asia/index.shtml
http://www.balisafarimarinepark.com/home.asp
http://www.mercure.com/gb/asia/index.shtml
http://www.sheratonbalikuta.com/
http://www.sheratonbaliku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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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ꚭ쁜ꅇ뚺ꦱ꒺ꗎ 쁜ꅇSUSHI TEIꓩꚡ깍쁜 USD16 뇟쁜ꅇ뻷ꑗ뫫뵯쁜쉉

＊＊＊注 意 事 項＊＊＊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

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

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自由活動為個人自主行程，請注意個人切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