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人即可成行】小資遊巴里島五日～鳥巢 IG網紅拍照秘境、

山中湖遊船、翡翠灣沙灘俱樂部、芳香精油 SPA 

 

 



 

 



 

 



▓飯店介紹：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  程 長榮航空 BR-255 桃  園 峇里島 1015 1515 

回  程 長榮航空 BR-256 峇里島 桃  園 1620 2120 

 

第一天 桃園╱巴里島→BALI COLLECTION 花園廣場購物中心 
早餐：自理     午餐：機上套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IBIS 系列/FONTANA(SUPERIOR)/ D VAREE DIVA KUTA(DELUXE) 或同級 

今日帶著愉悅興奮的心情，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人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噴射

客機，前往素有《神話‧藝術‧夢幻‧樂園》之稱的【峇里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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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原汁原味自然之旅～百度庫→水神廟～Pura Ulun Danu Bratan 烏倫

達努寺→山中湖搭船遊湖→香料水果市場→全新 IG 網紅拍照熱門秘

境景點：【雙子湖+鳥巢+鞦韃】 
早餐：飯店內     午餐：秘密花園印式套餐     晚餐：旺旺海鮮國際百匯自助餐+果汁暢飲 

住宿：IBIS 系列/FONTANA(SUPERIOR)/ D VAREE DIVA KUTA(DELUXE) 或同級 

今日早餐後，隨即深入最吸引外國觀光客佇足參觀的景點 「百度庫」。 

※貼心小提醒:由於山上的氣候比較涼爽，建議隨身攜帶薄外套禦寒！ 

▓【百度庫】：位於烏布更北邊的山區，海拔 1231公尺，區內有 3座火山湖形成自然水庫，成為佔地 3.8

帄方公里的百度湖。這裡的景致很美，沒有喧鬧的遊客，氣氛相當寧靜祥和，您可以輕鬆的在湖邊散步，

沉澱心靈。也由於四面環山，周圍都被森林所圍繞，聚集的濕氣讓這裡經常是雲霧飄渺，如入以境，別

有味道。 

▓【烏倫達努寺 Pura Ulun Danau Bratan】：水神廟 Pura Ulun Danu Bratan就座落在百度湖畔，興建

於 1633 年，主要祭祀水神 Dewi Danu。 由於百度湖是提供山下帄原區重要的灌溉水源，使得這座廟成

為農民心目中最重要的廟宇，在峇里島的地位很高。廟的建築混合了佛教和印度教的特色，進入大門左

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個佛教浮屠，接著才是印度廟群。先是祭祀水神的主廟，接著才是高達 11層樓的

Meru廟，祭祀印度教的毗濕奴。另一座 7層樓高的廟宇則是獻祭給創造神大梵天，至於水中的 2座廟，

分別有 3層和 11層樓，都是祭祀水神，必須搭船才能進入。如果不認識廟中所供奉的神明，那麼其實

在廟外拍照也是個好選擇。水神廟依山傍水、雲煙裊裊的景致，是許多明信片採用的背景圖案，也是觀

光客必來殺底片的重要景點。如果您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印在印尼鈔票 50,000元面額上的，正是百度

庫和水神廟！ 

▓【山中湖搭船遊湖】：位於百度庫區約海拔 1500公尺四面環山的 BRATAN湖，景緻宜人氣候涼爽是一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  程 中華航空 CI-771 桃  園 峇里島 0915 1420 

回  程 中華航空 CI-772 峇里島 桃  園 1530 2040 



個避暑勝地。特別安排您搭乘快艇遊湖，近距離的欣賞這湖光山色、感受地靈人傑。 

▓【香料水果市場】：位於百度庫的香料水果市場，是印尼著名香料的批發集散地。這裡的香料價格便

宜且種類繁多，您可在此精挑細選"香料王國"獨特的調味佐料。但是比起有名的辛香料，這裡琳瑯滿目

的水果種類，也是巾幗不讓鬚眉！除了台灣沒有的山竺和紅毛丹，這裡的榴槤也很特別，形狀較泰國的

榴槤小，但卻香氣十足，果肉的口感 Q軟有彈性，濃郁的榴槤氣味令人難以忘懷。這裡的百香果也是甜

而不酸，造型奇特的波羅蜜，入口香甜軟滑。此地也盛產玉米，市場門口處處可見婦女們販售已熟的水

煮玉米，這裡的玉米又肥又大、顆粒飽滿香甜，是來到此地不可不試的特產之一！ 

▓【雙子湖】：當地及背包客秘境，是巴厘島名勝古蹟雙子湖是巴里島最小的湖泊。位於布依湖旁, 此

湖位於高原地區，氣候涼爽。布依湖更處於高山之中，周圍雨林風光美不勝收。 由於在高原地區的位

置，通常是有雲霧覆蓋該地區。 

▓【鳥巢.鞦韆】：此景點位於百度庫雙子湖的周邊，清新的空氣搭配著優美的風景，眺望著被一整片雨

林覆蓋的雙子湖，不需要任何的裝飾，利用您的手機或是相機便可自然的留下美麗的足跡，這個地方也

設計了許多不同造景，自然而然的融入了這絕美的景色，您不必再看著網美的照片想當網美，在此時此

刻您就是一個最與眾不同的網美喔~~~~ 

※考量安全顧慮，鞦韆只能拍照不能盪喔!! 

 

第三天 翡翠灣沙灘俱樂部(香蕉船+玻璃底船+浮潛+加送精彩 3 選 1)→LULUR 

SPA 芳香精油療程(約 2 小時) →Kartika Discovery 精品購物商場＆

KUTA洋人街 
早餐：飯店內     午餐：翡翠灣俱樂部自助簡餐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IBIS 系列/FONTANA(SUPERIOR)/ D VAREE DIVA KUTA(DELUXE) 或同級 

▇【翡翠灣沙灘俱樂部】：與碧海藍天相戀，體驗不同的巴里渡假風情，感受美麗海岸風情；徐風輕拂，

綿延的海岸線，令人流漣忘返。日光映照在湛藍海水， 在沙灘躺椅陽傘下享受日光閒情，或遙望蔚藍

的海洋，迎著涼涼的微風放鬆身心，或發發呆也是一種享受。 

★沙灘俱樂部精彩活動：沙灘排球、沙灘足球、麻將、棋藝活動、放風箏等。 

★水上活動：搭乘玻璃底船遊覽美麗的珊瑚礁及魚群，豔陽清澈的海水，美不勝收的海世界，盡收眼底；

再來享受香蕉船(每人限乙次)，乘風破浪暢遊於海上的刺激與快感；浮潛活動(每人限乙次)，讓您與清

涼的海天共色。 

★特別加贈：精彩 3選 1：編辮子六條或紋身彩繪或腳底按摩 15分鐘。 

★現場午間閒情自助簡餐。 

★自費活動：拖曳傘、水上摩托車、飛魚等。 

※浮潛活動包含：救生衣、蛙鏡、呼吸管；不含膠鞋，若有需求者請務必自行準備。 

※從事所有水上活動，請務必聽從指導員的指示，並穿戴完備救生衣具。 

※若當日因氣候或海象因素，基於安全考量，並不適宜安排玻璃底+浮潛活動時，則改以：漢堡船或高

空拖曳傘或腳底按摩 15分鐘(3選 1)替代。 

※海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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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香精油療程(約 2小時)】：在專業的 SPA中心，將提供您很特別的體驗及感受，安排全身精油按

摩讓您全身肌肉放輕鬆幫助睡眠，讓您的肌膚重重現嬰兒般的光澤，美麗的女人就是您。 

※於國外不參加者視同自動放棄，恕無法提供退費。 

※SPA小費每次每人約 RB10,000敬請自行給予芳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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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tika Discovery 精品購物商場＆KUTA洋人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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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您還不知道這裡的名牌精品、球鞋往往是台北一半的價錢，不來逛逛

您可是會後悔的。【KUTA洋人街】，一間接著一間的小店是您大展殺價功夫的好地方且請儘情的享受購物

樂趣，或者到 PUB坐坐度過一個悠閒的午後，享受一段南洋風情。 

 
 



第四天 巴里島～全日自由活動【本日請自理交通及午晚餐】 
早餐：飯店內     午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IBIS 系列/FONTANA(SUPERIOR)/ D VAREE DIVA KUTA(DELUXE)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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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在游泳池裡盡情享受

水世界，或著也可以什麼都不做，來個日光浴享受巴里島的艷陽，讓您充份感受貴族般的渡假生活。 

註：今日為全日自由活動，故恕無安排車輛。 

 

第五天 巴里島→POLO 衫→黃金咖啡→土產巡禮／桃園 
早餐：飯店內     午餐：娘惹的秘密-馬來風味餐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甜蜜的家 

天色漸漸甦醒，來一趟健康概念的晨光散步，徜徉在慵懶的早晨裡，享用早餐，把握巴里島式的最後悠

閒時光。 

▇【POLO 衫】：您知道印尼 POLO衫很有名嗎？種類好多，目不暇給，趕快趁這次難得的假期一次購足吧。 

▇【品嚐印尼爪哇咖啡】：帶您免費品嚐聞名世界的印尼曼特寧及爪哇咖啡，並了解咖啡從咖啡樹、豆

子、去殼、晒乾、烘焙…的處理製造過程。很多人不知道峇里島本身也產咖啡。峇里島咖啡樹多生長於

中北部海拔 1000~2000公尺的高山上，由於該地區陰涼多霧，正適合咖啡樹生長，峇里島爪哇咖啡因而

應運而生，一年帄均有 8000噸的產量。爪哇咖啡顏色呈金黃色，香味濃郁，咖啡因亦較低。 

▇【印尼土特產店】：胡椒粉、咖哩、雞湯醬、蝦餅等好多好多、目不暇給，趁這次難得的假期一次購

足吧！ 

午後，揮別熱情的巴里島，返回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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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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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程為 MINI TOUR迷你小團，台灣並無領隊隨行，全程由巴里島當地華語導遊接待。巴里島 minitour

的導遊及司機小費，每位貴賓一天 USD10元(10美金*5天=50美金)。 

▓有關印尼雅加達、峇里島、泗水、日惹的小費說明：東南亞是一個小費國家，小費的給予也是觀光地

區的例行慣例，與台灣的國情相比或許您一定有些不習慣，但在此還是要提醒前往峇里島旅旅遊貴賓，

必要的入境隨俗是一定需要的哦！ 

》進出飯店行李小費每房 RP10,000。 

》每日飯店住宿床頭小費每天每房 RP10,000。 

》烏布泛舟船家小費每位貴賓 RP10,000～20,000。 

》SPA芳療師小費每位貴賓 RP10,000～20,000。 

》騎單車帶領員小費每位貴賓 RP10,000。 

》南灣水上活動教鍊小費每位貴賓 RP10,000，精彩三選一每位貴賓 RP10，000。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