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心旅遊  

愛在峇里島‧山中傳奇 好好玩五日 
■參考航班： 

航  程 航空公司 編  號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去  程 中華航空 CI-771 桃  園 09：15 峇里島 14：40 

回  程 中華航空 CI-772 峇里島 15：40 桃  園 20：55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人以上方可成行，不派領隊。【桃園國際機場送機；峇里島國際機場中文導
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需付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為每位貴賓每天 NTD200) 
※16人以上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最多為 20人以下(含)。 



●本行程若當天出團人數不足，無法開出團票，本公司將依觀光局定型化契約精神於團體出發 10日前
通知取消出發。 
●若報名旅客仍希望成行，得經雙方同意，改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價
格另議。【於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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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山中湖－又名布拉坦湖，位於峇里東部的高原地區，約海拔 1500 公尺，沿路的聚落、農舍不再是南
部熟悉的稻草屋，而是結實的木造瓦頂小屋，道路蜿蜒而上，經過長滿蕨類植物、也花和象草的陡峭懸
崖，進入山區之後，空氣變得更為清新涼爽。是一個小鎮和一個山中湖泊的休閒度假區，長期以來峇里
島民用作週末度假的地方。在分割隔峇里島北部和南部的山脊上有一個安詳的布拉坦湖（Danau Bratan），
是已休眠火山卡圖爾（Gunung Catur）的火山口湖，古老的火山口湖上常因為濃霧蒙上神秘面紗。由於
這座湖泊是鄰近農田的主要水源，貝篤古村民在一座湖邊山岬的寺廟，巫倫達努布拉坦寺（Pura Ulun 

Danu Bratan ）中，供奉十一層的湖泊女神迪威達瑙（Dewi Danau）。四面環山的 Bratan 湖，景緻宜
人，氣候涼爽，是一個避暑勝地。 

 

 

 



 

 

註：未滿 12歲以上貴賓恕不適 SPA療程，亦無退費。 

 



【注意事項】 
★親愛的各位貴賓，在峇里島機場內出海關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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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來到全世界最棒的島嶼之一的峇里島來旅行，在此除了享受當地獨特的人文藝術及美麗景色外，
也因為全世界人們的喜愛，讓此地多了一項非傳統特色，那就是到處可遇見絡繹不絕前往巴里島朝聖的
人們，所以請貴賓們能因為對這塊美麗土地的喜愛，若遇塞車時稍加耐心等候，我們將竭盡全力為您做
最好服務，讓您完成此趟嚮往已久的旅行。 
★團體作業恕不接受指定酒店，本行程安排住宿四晚精品飯店，若遇下列飯店團體滿房時，將改以其它
同等級酒店替代，請以當團之行前說明會公佈資料為準。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峇里島～海神廟～KUTA區 BEACH WALK MALL本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專人協辦

出境手續之後、搭乘國際豪華噴射客機飛往素有《神話、藝術、夢幻、樂園》之稱的【峇里島 】。通關

後，將有穿著峇里島傳統服飾的當地美女，為您獻上最美麗的花朵，『歡迎、祝福』您來到神仙眷顧聖地。 

【海神廟】海神廟據說是由 15 世紀的一個神職人員 Danghyang Nirartha 所建立，他在南部遊覽時，因岩

石之美而決定在此休息，一些漁夫見到他時，便送了點禮物。Nirartha認為此地是個可祭拜海神的聖地， 

之後吩咐這些漁夫在岩石上蓋起這座廟。往後的幾世紀，海神廟成了巴里神話的一部分，據說在岩石底

部，有守護此廟宇的毒海蛇，防止惡靈和入侵者的騷擾，此外，還有一條從 Nirartha的圍巾變成的大蛇

保護著。海神廟的香火鼎盛，週遭的景緻更是優雅絕倫，尤其是夕陽下，海水碧藍，水波中閃耀著金黃

的光彩，此情此景，是許多攝影家的最愛，因此也使海神廟名聲大噪，並認定海神廟擁有巴里島最美的

夕陽。海神廟日落之所以獨步巴里，在於汪洋無垠的印度洋在望，加上傲然獨立的海神廟做為前景，每

當晚霞餘暉照耀在波光粼粼海面上，襯托著海神廟的剪影，此情此景，如何能不令人心動。 海神廟是

巴里島的聖地，附近的海域禁止游泳，如果你對於宗教有虔誠的信仰，就不能不來此參拜；若你是個攝

影愛好者，更不能不來此地取景入鏡。 

【Beach Walk Bali】 

是一家四層樓的建築【地上三層＋B1】，Beach Walk 商場設計 

從天空鳥瞰就像是巴里島傳統農村的梯田，主題建築的屋頂 

設計也特別運用傳統的 Alang-Alang工法，不僅能藏風納氣 

更有冬暖夏涼，節能省碳的綠色環保概念在裡面。 

在 Beack Walk 裡面散步，你不僅可以盡情享樂購物，對面的 

KUTA海灘是峇里島這裡拍照與看夕陽的最佳景點之一。 

餐食：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SAMA SAMA 燒烤吃到飽 

住宿：KUTA - GRAND ZURI KUTA BALI或 EDEN HOTEL 或 ibis Styles Bali Kuta Circle 或 同級 

 

第二天  峇里島～蠟染村～烏布皇宮～傳統藝術市集閒情散策～祕密花園山林景緻下午茶～烏布 

【蠟染村】峇里島非常著名的蠟染工藝，而且處理過程極為繁複，需九道程序的蠟染工藝，是這塊土地

上人們展現藝術天份與祥和之氣的具體表徵。 

註：提醒貴賓可於本日活動時穿著白色 T恤，因本日行程中有安排參觀蠟染工房，蠟染師可提供在您的

白色 T恤上繪製美麗圖樣的服務，請參酌給予小費。 

【烏布皇宮】坐落在素有“巴厘島藝術重鎮”之稱的烏布，於 16 

世紀建成，氣勢恢宏，且石刻技術堪稱一絕，手工精緻細膩，處 

處的金箔裝飾讓整個氣氛更顯輝煌富貴。這座宮殿是烏布王朝請 

了當時著名的藝術家設計而成的，光是殿內精緻細膩的手工雕刻 

就值得仔細欣賞一番。隨處可見的金箔裝飾貴氣逼人，讓整個氣 

氛更顯輝煌。如此精緻的皇室建築，吸引了許多藝術愛好者慕名 

前來參觀。當時政府規定所有建築的高度不得高於椰子樹，皇宮 

也不例外，因此這座建築並不高。遠遠看去，宮殿的大門像一座 

塔形的牌坊，雖稱不上華麗，但足以讓人過目不忘。 

【烏布傳藝品藝術市集閒情散策】您可自由參觀傳統手工藝品藝術街，看看精品店、繪畫、蠟染和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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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烏布髒鴨子餐+飲料   │晚餐：NURSI豬肋排餐 

住宿：UBUD – ALAYA RESORT UBUD 或 RIJASA 或 HOTEL TJAMPUHAN & SPA 或 同級 

 

第三天  烏布～百度庫【六合一】深度遊：1.山中湖、2.水中廟、3.梯田保護區、4.山中湖悠閒下午茶 

        5.水果香料市場、6.草莓園＋現打草莓果汁每人一杯～精油熱石 SPA【120分鐘】 

百度庫【六合一】深度遊： 

1. 【山中湖 】首先是老外來巴里島一定要來的【百度庫】，位於巴里島中北部 1200 公尺的高山中。山

中湖又名布拉坦湖，位於峇里東部的高原地區，約海拔 1500 公尺，沿路的聚落、農舍不再是南部熟悉

的稻草屋，而是結實的木造瓦頂小屋，道路蜿蜒而上，經過長滿蕨類植物、野花和象草的陡峭懸崖，進

入山區之後，空氣變得更為清新涼爽。 

2.【水中廟】或稱水神廟，供奉著水澤女神，也是巴里島代表的印象，位階相當高的神廟，此廟由陸地

延湖中延伸而建，當湖水漲起高於陸面，廟就好像浮在湖上，這就是水中廟的由來。 

3.【梯田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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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美景盡收眼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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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中湖下下午茶】在田園餐廳享用下午茶，在徐徐微風中欣賞山中湖的田園美景，美麗湖光山色盡

收眼底。讓人羨慕的悠閒時光，放鬆心情、放鬆身體。 

5.【百度庫水果香料市場】市場的腹地不大，但販賣的東西很「通吃」。國外觀光客與爪哇島來的本國旅

客，都來此 shopping，有木雕、石雕、伊卡布料、傳統興都教服飾、回教服飾等等﹔本地居民則來此購

買水果、蔬菜、香料等等農糧，您還可以遇見許多外國客人正搶著購買印尼最有名的香料呢。 

6.【高山草莓園＋每人一杯現打草莓果汁】這個地區因為地勢高，氣溫較平地低，很適合草莓生長。草

莓園內有著令人垂涎三尺的鮮美草莓，等您前來品嚐！ 

【精油熱石 SPA 120 分鐘】熱石按摩是亞歷桑那州印地安地區 

的古老療法，採集來自高 3.142 公尺的Mt.Aguna火山經過萬年 

火山作用所留下內含豐富的礦物質的石頭，搭配檸檬精油來做 

全身的深層按摩；藉石頭的熱能傳導及不易散熱的特性，讓檸 

檬精油深入人體的經絡和穴位，強化免疫系統的能力，促進體 

內新陳代謝及血液循環的作用。 

註：未滿 12歲以上貴賓恕不適 SPA療程，亦無退費。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荷蘭皇家風味 21道料理   │晚餐：印尼風味餐 

住宿：KUTA– RAMADA SUNSET ROAD HOTEL 或 FONTANA HOTEL 或 BALI PARAGON 或 

VOUK 或 同級 

 

第四天  峇里島全日自由活動【全日交通、午晚餐請自理】 

        今日讓您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的早晨，您可盡情享用飯店內的休閒完善設施，穿上

您最亮麗的泳裝，徜徉在泳池畔享受溫暖的陽光，讓您充份感受貴族般的渡假生活。或前往座落於有衝

浪者天堂之稱的【Kuta區】此處為 Kuta區最熱鬧的娛樂與購物中心，此區是所有觀光客最愛的 

名牌商品購物天堂，繁華商業街道、在這裡閒逛體會異國的文化風 

情及購物的樂趣。或者您可以自費選擇： 

★烏布激流泛舟：巴里島最美的阿漾河畔再徒步至泛舟區泛舟，一 

路上山巒起伏；有險峻的河谷、梯田及小徑人家；之後穿上船家為 

您準備的泛舟裝備在湍急的河流上進行一趟泛舟冒險之旅，沿途景 

色優美層層相疊的梯田和遼遠的椰林，讓您驚嘆不已，直呼過隱。 

★愛之船黃昏夕陽浪漫之旅： 

■在美麗的愛之船上欣賞巴里海的日落之美，人生最美的享受莫 

過如此。 

■晚餐安排在船上享用海上歐式自助餐。 



■用餐的同時當然要來點不一樣的，用餐的同時還可欣賞精彩舞曲的演唱與表演以及歡唱卡拉 OK。 

■請放開您的心情與我們一起狂 HIGH一整個晚上吧。 

★愛之船藍夢島全日遊【Bali Hai Cruises】：搭乘愛之船 

【BALI HAI】展開輕鬆悠閒的航行前往藍夢島，約莫 45分 

鐘的船程後，隨即展開各項水上活動，豔陽下清澈可見的 

海水，令您心曠神怡，在此你可悠遊自在的參加以下所有 

項目，不用錢的喔，只有需要汽油的活動是另外收費的： 

活動有： 

1.浮潛 2.香蕉船 3.滑水道 4.半潛艇 5.獨木舟 6.海上腳踏車 7.玻璃底船 8.鄉村巡禮 9.海鮮自助大餐等… 

★各式各樣的 SPA體驗： 

在峇里島是最熱門且具盛名的傳統療程 SPA，源自於 17 世紀爪哇王國的宮廷美容，過去公主們在婚前

約一到三週之間，為了讓自己容光煥發，就是以這套療程來保養肌膚，流傳至今，就成了峇里島歷史最

悠久的 spa療程。 

1.爪哇 LULUR SPA  2.熱石療法 SPA  3.芳香精油療法 SPA  4.詩洛達拉療法 SPA  5.海洋 SPA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KUTA– RAMADA SUNSET ROAD HOTEL 或 FONTANA HOTEL 或 BALI PARAGON 或 

VOUK 或 同級 

第五天  神鷹廣場＋守護城堡～咖啡藝術～土產店～峇里島／桃園 

【GWK 的全稱為 Garuda Wisnu Kencana Cultural Park】Garuda是印度神話中鷹頭人身的金翅鳥，Wisnu

是印度教中的生命之神，即大家熟知的梵文中的 Vishnu（毘濕奴），Garuda是他的坐騎。這是蘇哈托時

代的遺珠，原本的設計初衷是 Wisnu 騎在 Garuda上，高達 150公尺，據傳蘇哈托受高人指點，完成這

件作品將會庇佑印尼國運昌盛，可惜只完成了 Wisnu 的上半身和手，以及 Garuda頭部，蘇哈托就下台

了；如今它的大片廣場成了巴厘島當地舉辦一些大型集會或文化活動的最佳場所。 

行程接近尾聲了，但您知道印尼有何特色嗎？咖啡、胡椒粉、咖哩、雞湯醬、蝦餅..等好多好多，目不

暇給，趕快趁這次難得的假期一次購足吧！免稅店--這裡供應全球知名品牌的煙、酒、化妝品、服飾....

等等，可大大的血拼一番。午餐後在依依不捨的告別聲中結束此難忘的巴里島五天行程。 

餐食：早餐：飯店內   │午餐：KAKA中式料理  │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溫馨提醒與建議 

1.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
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中華航空提醒:因受飛行考量及法規限制，CI/AE每航班及艙等有可收受嬰兒數量上限，報名時請先向
業務詢問.並提供父或母以及嬰兒姓名年齡.待中華航空確認後.方算報名成功。 

4.親愛的旅客您好，如您為未滿 20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
代理人之同意，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
定型化契約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5.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的
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亦

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歡迎您來到全世界最棒的島嶼之一來旅行，在此除了享受當地獨特的人文藝術及美麗景色外，也因為
全世界人們的喜愛，讓此地多了一項非傳統特色，那就是到處可遇見絡繹不絕前往巴里島朝聖的人們，
所以請貴賓們能因為對這塊美麗土地的喜愛，若遇塞車時稍加耐心等候，我們將竭盡全力為您做最好服
務，讓您完成此趟嚮往已久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