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特色：HIGHLIGHTS
住宿：
*

全程住宿四星級酒店 / (五星級加 :USD300)

餐膳:
*

地道印尼餐及中式料理

景點:
* 巴杜布蘭石雕村 - 傳統舞蹈欣賞“巴龍舞”
* 參觀峇里島著名的寺廟 - 聖泉廟、海神廟、
母神廟(塔曼阿尤寺)、烏魯瓦圖
* 於峇里島著名的蘇卡瓦地市集(選購木製品/木
雕)。
* 於 “GWK文化公園”參觀印度教萬神殿的毗濕奴 (Wisnu) , 與其騎坐的金翅鳥-嘉魯達 ,
和毗濕奴神 “手＂的巨大雕像。
* 聖猴園 -造型獨特的佛廟以及猴子、蝙蝠石雕。
* 於金塔馬尼 – 享用午餐 巴杜爾山的雄偉、
迷人的巴杜爾湖之湖光山色盡收眼底
* 金巴蘭海灘享用晚餐 - 欣賞海邊日落的美景
* 全程中文或英文導遊
*

(可要求其它語言,費用另計)

週末出發: + USD25 (每程)

原居地 ‐ 峇里島

USA – Denpasar Bali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印尼 - 峇里島。
Depart Los Angeles to Denpasar, Bali.

地市集選購喜愛的木雕、木製品。晚餐於金巴
蘭海灘，邊欣賞海邊日落的美景，邊享受豐厚
的晚餐。夜宿峇里島。
Breakfast at hotel. Drive to Batubulan for watching Barong
Dance, a dragon like holy animal battles against the evil witch
Rangda. Shopping at Galuh Art Shop, Celuk and Mas.Lunch at
Kintamani area with Lake and Mount Batur. Visit to Tampak
Siring, a famous with Holy Springs water. Back to Ubud visit to
Sukowati Market.Diner at JimbaranBeach. Back to hotel.

塔曼阿揚寺 (母神廟) ‐ 聖猴園 ‐ 海神
廟 (早/午/晚)
Taman Ayun Temple – Badugul – Alas
Kedaton – Tanahy Lot (B/L/D)
早餐後，繼續參觀峇里島-孟威最著名的景點 塔曼阿揚寺（Pura Taman Ayun）。 Taman Ayun
的意思是美麗的庭園、有池塘的花園，過去一
直都是吉爾吉爾王
朝的皇家寺廟，用
來祭拜歷代國王，
所以對於峇里人來
說，是非常重要的
廟宇。午餐於百杜
庫。之後前往聖猴
園 (Alas kedaton) ，該地區大約 12 公頃，其中一
半是森林。在這裡游人可以與 1000 多只可愛的
猴子和諧相處，此外還有造型獨特的佛廟以及
蝙蝠。 午後前往海神廟（Tanah Lot）。這裡是
峇里島最重要的印度教廟宇之一。 Tanah 意味
著大地，Lot 代表著海，廟宇象徵著天壤相連。
海神廟始建於 16 世紀，坐落在海邊一塊巨大的
岩石上，每逢漲潮之時，岩石被海水包圍，整

峇里島

Bali (D)

Breakfast at hotel. Visit to TanjungBenoa. Enjoy water sports
activities (personal cost).Lunch at the restaurant. Continue to
GWK (Garuda WisnuKencana) the god Wisnu statue riding on
Garuda. Continue to Dreamland Beach&Uluwatu Temple is a
ship turned to stone. Dinner at restaurant.Back to hotel.

峇里島 ‐ 原居地 (早)

Bali – Hometown (B)
早餐於酒店。自由活動。依依不捨的離開這美
麗的峇里島。送往接機啟程回原居地或繼續前
往其他亞洲城市。
Breakfast at the hotel.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for your next flight.
Tour ends.

是日飛抵峇里島。由專人接機送往晚餐後前往酒店。
Arrive in Bali, transfer to dinner before check in hotel.

行程只供參考，正確行程根據出團前最後行程表為准。 如遇特殊狀
況，因不可抗拒的客觀原因（如天災，戰爭，罷工等）或航空公司航
班變化或取消，本公司有權取消或變更行程及調整價錢。

峇里島 ‐巴杜布蘭石雕村 ‐ 巴龍舞 ‐ 聖
泉廟 ‐ 蘇卡瓦地市集 (早/午/ 晚)

Kintamani Tour ‐ Batubulan ‐ Braong Dance ‐
Tampak Siring ‐ Sukowati Market (B/L/D)
早餐於酒店。後前往遊覽“巴杜布蘭石雕村” 。
峇里島人雕刻技術爐火純青，許多人從小就開
始學習技藝，甚至是父子相傳好幾代。所以此
地常憑著一張相片，就能刻出唯妙唯肖的作品。
在這裡可以欣賞到來峇里島必看的傳統舞蹈之
一 “巴龍舞”。巴龍 (Barong) 是一個神話角色，
為長得像獅子及老虎的綜合，代表善的一方 。
豐富多彩的舞
蹈，象徵著永恆的
善良與邪惡之間
的鬥爭。之後將前
往峇里島藝術品
中心購物。
午餐於金塔馬尼巴杜爾山的雄偉、和迷人的巴杜爾湖之湖光山
色讓你盡收眼底。後遊覽聖泉廟，傳說在英特
拉神和馬亞達那瓦魔王在正邪對戰時，英特拉
神為了讓被魔王毒死的村名起死回生，以大地
之杖令不死之泉從此處湧出，進而使被魔王毒
死的臣民起死回生。整個聖泉廟美輪美奐，是
巴里島的著名景點。之後回到烏布，於蘇卡瓦

棄的和非生產性的石灰石採石場。文化公園裡
包括有文化公園節公園，荷花池，露天劇場，
街頭劇場，展覽廳，以及全景餐廳 “Jendela Bali”
和紀念品商店等設施。三個雕塑像分別是 “印
度萬神殿的毗濕奴(Wisnu)神 (20 米高)” 、 “嘉魯達
(金翅鳥)雕像(18 米高)” 、 “手的雕像” 分別置於三
個不同的廣場公園內。毗濕奴在印度神話中，
常被視為保護之神。毗濕奴的十个化身分别對
應關於毗濕奴的十个故事。佛陀，亦即释迦牟
尼佛也是毗濕奴的化身。遊畢再前往位於巴里
南部半島的夢
地海灘及座落
在懸崖上的烏
魯瓦圖寺(又稱
情 人 崖 ) (Pura
Uluwatu) ，其寺
位於 70 米上陡
峭的山崖及其以黑珊瑚礁礁石建築的奇觀，設
計精美，壯觀的景色，是您不能錯過的景點。
是巴厘島最古老和最具歷史價值的寺廟。 也是
巴里島六大聖廟之一。情侶們來到巴厘島自然
不可錯過此地。情人崖的美稱，是取海枯石爛、
永不變心之意。晚餐後返回酒店。

座寺廟與陸地隔絕，孤絕地矗立在海水中；只
在落潮時才與陸地相連。黃昏時分是欣賞海神
廟的最佳時刻，漫天紅霞和海神廟相互映補，
因此海神廟落日成為峇里島之一大勝景。於觀
賞海神廟的日落後於當地餐廳晚餐，後返回酒
店。
Breakfast at hotel. Visit to Taman Ayun Temple, the second largest
temple in Bali. Shopping at Joger Art Shop.Lunch at Bedugul. Visit to
Alas Kedaton, the main attraction is the monkeys. In the afternoon,
drive to Tanah Lot, the best place to see sunset.Dinner at Local
Restaurant. Transfer back to hotel.

峇里島海上樂園 “南灣”(水上活動:拖曳
傘、潛水)(自費) ‐ GWK文化公園 ‐ 夢地海灘
‐烏魯瓦圖廟 (早/午/晚)

Nasa Dua ‐ Tanjung Benoa – GWK Park –
Dreamland Beach – Uluwatu Temple (B/L/D)
峇里島上著名的海上樂園- 南灣(Tanjung Benoa),
放眼望去,海灘上除了停泊較多的小遊艇外，最
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拖曳傘了。 團友可以自由選
擇想要體驗的水上活動(自費) 包括拖曳傘、潛
水、游泳等。午餐後，參觀由印尼現代雕塑家
Nyoman Nuarta 設計建築而成的 “GWK” 文化公
園。超過 240 公頃的文化公園曾經是一個被遺

團費包括:
※ 長榮航空機票(BR)
※ 所需之門票, 住宿(/四星或五星級酒店), 機場接送, 餐膳。
※空調豪華客車。
※ 專業英語或中文導遊。
團費不包括：
※ 機場稅/燃料附加費 (BR: $ 360 ~ $ 400 up) / 週末出發+ USD25。
※ 簽證費: 可於入境機場，持護照、簽證申請書、
照片一張，連同單次入境費用 US$25，向海關當場辦理。
※ 行李超重費，旅遊保險。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如電話、洗衣、酒類。
※ 司機與導遊的小費, 建議小費標準每天$7。
規定: ◎ 本公司保留修改行程及旅館的權利。
Included:
※ Transfer by private transport A/C and traveling day with guide
※ Accommodation in hotels as indicated with Breakfast
※ Meal at local restaurant as mention in the program (exclude
Beverage)
※ Regional English speaking guide on travelling days.
※ Sightseeing and entrance fees as indicated in the itinerary on
traveling days.
※ Water and cool towel during the trip
Excluded:
※ Airfare, airport taxes
※ Visa: Landing visa with one photo ,with USD$25,apply at Custom。
※ Overweight Baggage, Travel insurance。
※ All personal expense: Telephone、laundry、beverages, etc。
※ Drive and Tour Guide tips, Suggest:USD$7 per person/per day。

Remark:
◎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any hotel / tour itinerary due to
availability, or under any other circumstance, please refer to the final
itinerary when booking is made 。
Update: March 6,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