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夢飛翔～別墅住兩晚、擁抱藍夢島、野生動物園、鳥籠下午茶、茉
莉花香 SPA 五日(含稅)
出發日期：2019/2/19

3/14.19.26
4/9.11.13.18.20.23.25.27.30
5/2.4.7.9.11.16.18.20.21.23.25.28.30
6/1.8.11.13.15.18.20.22.25
現金優惠價：23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藍夢島蔚藍海樂園：藍夢島快艇來回、浮台活動、浮潛、甜甜圈或沙發船、香蕉船、獨木舟、島上觀光、
沙灘俱樂部活動、自助簡餐、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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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I SAFARI MARINE PARK 野生動物園(一次遊園車、動物秀、大象秀、阿貢秀、水樂園)
★網紅奢華五星 W HOTEL 鳥籠式下午茶（2 人一套）
★KUTA 逛街血拚：這裡匯集服飾、鞋店、精油店、飾品及餐廳、PUB 等精品，讓您樂不思蜀、留漣忘返。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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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神廟
★JASMINE(茉莉花香)美體 LULUR SPA 約 2 小時：只在專業的 SPA 中心，將提供您很特別的體驗及感受，安排
您進行 SPA 的五大步驟：全身去角質～利用巴里島傳統藥草去除老化角質，促進血液循環增加細胞再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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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里島泳池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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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9/02/14
〔星期四〕
2019/02/18
〔星期ㄧ〕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BR255

台北(桃園)

峇里島

10:15

15:15

BR256

峇里島

台北(桃園)

16:15

21:3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巴里島～BALI COLLECTION 花園廣場購物中心(晚餐自理)～巴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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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SS-BEL PECATU 標準房
FONTANA 標準房(KUTA 區)
EDEN HOTEL KUTA 標準房(KUTA 區)
GOLDEN TULIP BAY VIEW
THE SINTESA JIMBARAN 標準房(無法加床)
FOX HARRIS 標準房
HARRIS KUTA GALERIA 標準房(KUTA 區)
餐食 :早餐 : X
午餐: 機上輕食
住宿 :

晚餐 : 敬請自理

住宿飯店詳見行程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巴里島～藍夢島蔚藍海樂園(快艇來回+浮台活動+浮潛+甜甜圈或沙發船+香蕉船+
獨木舟+下午茶+午餐+島上觀光)～JASMINE 茉莉花香 LULUR SPA(約 2 小時)～巴里島
藍夢島海上樂園：快艇來回、浮台活動、浮潛、甜甜圈或沙發船、香蕉船、獨木舟、島上觀光、沙灘俱樂部
活動、自助簡餐
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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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茉莉花香美體 LULUR SPA(約 2 小時)：在專業的 SPA 中心，將提供您很特別的體驗及感受，安排您進
行 SPA 的五大步驟：全身去角質～利用巴里島傳統藥草去除老化角質，促進血液循環增加細胞再生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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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未滿 12 歲以上貴賓恕不適 SPA 療程，亦無退費。
註 1：在國外不參加者視同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註 2：小費每次每人約 RB10,000 敬請自行給予芳療師。
註 3：兒童不佔床者不包含 SPA。
註 4：兒童給付佔床費用者包含 SPA，若不做 SPA 為作業方便請於出發前告知，可退費 NT300。若在外站才告
知放棄 SPA，則無法於返國後申請退費，請見諒。
【住宿】
SWISS-BEL PECATU 標準房
FONTANA 標準房(KUTA 區)
EDEN HOTEL KUTA 標準房(KUTA 區)
GOLDEN TULIP BAY VIEW
THE SINTESA JIMBARAN 標準房(無法加床)
FOX HARRIS 標準房
HARRIS KUTA GALERIA 標準房(KUTA 區)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自助簡餐

晚餐: KEMANGI 印尼風味餐

住宿 : 住宿飯店詳見行程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巴里島～SAFARI MARINE PARK 野生動物園(一次遊園車、動物秀、大象秀、阿貢秀、
水樂園)～黃金咖啡品嚐～人氣名店 WAHAHA 豬肋排～巴里島
SAFARI MARINE PARK 野生動物園：佔地超過 40 公頃，整個公園就是一片大草原、森林和沼澤地。園內有超過
400 隻來自印度、非洲及印尼當地高達 60 多個品種的動物，像是印度的梅花鹿、山羊和羚羊，非洲的獵豹、
斑馬、劍羚和紅牛，以及本地蘇門答臘的老虎和貘、爪哇的大象、加里曼丹的鱷魚、蘇拉威西的豬鹿等。
不同於您參觀動物園的經驗，這裡的動物可全部都是野生飼養的，搭上斑馬條紋的彩繪遊園專車，來趟原始
的「叢林歷險記」
，和獅子老虎隔窗相望，和黑熊四目相對，甚至過橋涉水，都頗有《侏儸紀公園》的氣氛，
看著各種動物四處出沒興奮大喊，但請記得～可千萬不要把車窗搖下來唷！參觀完野生園區，您也可以參加
大象遊行或騎小馬、駱駝，更可和像貓兒一般乖順的小老虎及黏人的猩猩一起拍照，留下難忘的回憶！
註：騎乘動物或與動物拍照的費用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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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安排】
UPPALA UMALAS(UMALAS 區)
UPPALA NUSA DUA VILLA(NUSA DUA 區)
Impiana Private Villas seminyak(原 The Villas Seminya)(水明漾區)
BIDADARI VILLA (水明漾區)
THE LEAF JIMBARAN(JIMBARAN 區)
Hillstone uluwatu villa(ULUW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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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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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LLA 庭院種植花草，故較易有蚊蟲問題，請自行攜帶防蚊液。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園區自理
晚餐 : WAHAHA 豬肋排或印尼式套餐
住宿 : 住宿飯店詳見行程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巴里島～海神廟～KUTA 逛街血拚(午餐自理)～網紅奢華 W 飯店鳥籠式下午茶（2
人一套）～旺旺百匯自選餐+飲料啤酒無限暢飲～巴里島
海神廟：建於十六世紀，建築於海中岩石上，四周環繞著海，當海水漲潮時，神廟四周隨即被海水所包圍，
形成一座神秘的島嶼，此處礁岩群歷經長期海蝕作用形成奇特的海岸地形，此神廟是為保祐巴里島居民世世
代代平安而建造，在這裡可以俯臨著曠遠的印度洋，亦值得您細細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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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大堆的精品店、名品店、餐廳、PUB 都在此地，幾乎
匯集了各種產品，除了服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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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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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奢華五星 W HOTEL 鳥籠式閒情下午茶：酒店時時伴隨著輕鬆時尚的音樂，愜意陶醉在午後的美好時光，歡笑
聲此起彼落，充滿著青春洋溢的氣息。
【住宿安排】
UPPALA UMALAS(UMALAS 區)
UPPALA NUSA DUA VILLA(NUSA DUA 區)
Impiana Private Villas seminyak(原 The Villas Seminya)(水明漾區)
BIDADARI VILLA (水明漾區)
THE LEAF JIMBARAN(JIMBARAN 區)
Hillstone uluwatu villa(ULUWATU)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 旺旺百匯自選餐+飲料啤酒無限暢飲

住宿 : 住宿飯店詳見行程 或 同級旅館

第五天 巴里島～自由活動～POLO 衫～機場／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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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導遊約定好的時間地點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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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台。
註 1：本行程於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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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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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娘惹風味或金巴蘭海鮮王中式合菜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