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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童”遊！漫遊峇里島五日 
峇里島親子旅遊首選，動物園歡樂體驗、輕鬆綠意下午茶、峇里島經典美食一網打盡！ 

【行程特色】 

² 四人成行！大小朋友歡樂童遊，一車一導 
² 親子同遊！Bali Safari 野生動物園區，入住動物園區內飯店，輕鬆遊園免拉車 
² 美食饗宴！峇里島必吃豬肋排、動物園精彩刺激獅子環景互動餐廳 
² 頂級享受！Samaya Ubud 頂級下午茶體驗 
² 獨家贈送！高好評舒壓 Hua Lulur SPA 2 小時 

【景點介紹】 

峇里島沙法理動物園 Bali Safari Zoo 
沙法理動物園 (Safari Zoo) 擁有超過 100 種不同的動物，來到這裡除了能看到經典

的熱帶動物外，稀有的科摩多龍、峇里島特有八哥 – 希爾米娜也在園區內讓大朋友

小朋友都可以一睹牠們的風采。沙法理動物園除了提供一般旅客與動物觀賞互動的機

會外，也致力於動物保護及永續，確保當地的稀有物種與其他動物都能受到妥善保

護。寓教於樂的沙法理動物園絕對適合親子同遊！ 

 

Samaya Ubud 下午茶 
位於烏布地區的這間飯店下午茶在當地擁有超高人氣，每天新鮮製作的麵包與甜點：

經典的英式司康餅、峇里島風味的鹹點或是用新鮮蔬果製成的綜合果汁，每道都吃得

出甜點師的用心。搭配上翠綠的梯田景觀，耳邊不時傳來的蟲鳴流水聲，美好放鬆的

假期就從這裡開始。 

 

 

猴林 Monkey Forest 
位於猴子森林路的盡頭，有一座屬於原生猴子的自然保護區。園區內大約有 600 隻

受到保護的猴子。來到這裡除了可以看到許多大小猴子互動的可愛畫面外，如果想跟

猴子互動的旅客也可以在入口處購買幾根猴子最愛的香蕉，趁著猴子靠過來的時候，

趕緊拍下令人回味的珍貴照片吧。 

 

 

 

 



【年代旅遊】云輝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11 樓之 2 

電話(02)7713-7719   傳真 (02)2545-7642 
甲種旅行社 交觀 (甲) 6830 | 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編號：品保 (北) 1548  

 

蠟染村 Bali Bidadari Batik 

峇里島最有名的傳統技藝之一，蠟染。製造蠟染布時，畫工會先用一個裝滿熱蠟油

的漏斗狀銅畫筆，在布上勾勒出精細的圖案。布上的蠟油乾了之後，就會拿去染

色，而蠟線卻不會染上顔色，因此可以保持原本的圖樣。您可以請技術精湛的畫師

為您繪製您喜歡的圖樣，將峇里島的回憶染成美麗的服飾。 

 

 
烏布皇宮 Ubud Palace 
烏布王宮（Puri Saren）是蘇卡瓦堤（Sukawati）王室的居所。地理位置就位在烏

布傳統市場（Ubud Pasar）的對面。皇宮內有著各式峇里印度教風格的建築與設

計，每天晚上時分還會上演峇里島本土特色的傳統舞蹈表演，如迎賓舞、假面舞

等，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旅客一睹為快。 

 

 

 
烏布市集 Ubud Market 
想要挖寶、殺價、品味峇里島原汁原味生活的旅客，烏布傳統市場絕對是您不能錯

過的好地方。從日常生活用品到峇里特色食材應有盡有，豐富多汁的熱帶新鮮水果

滿坑滿谷，手工置物籃、植物精油等禮盒這裡都可以找的到，價錢也非常實惠。想

要購買紀念品餽贈親朋好友？想品味道地峇里島生活？來一趟烏布市場保證讓你滿

載而歸。 

 

Hua LuLur SPA 

具有峇里島當地特色的一種按摩方式，跟一般的按摩方式不太相同，Lulur Spa 除

了基本的舒壓按摩外，更加入了保養肌膚的美容元素，讓參與療程的旅客能夠在舒

服放鬆的同時，也能讓肌膚重現活力。而 Lulur 所使用的敷料主要由當地特色的鮮

花和香料等天然植物製成，香氣四溢、芬芳入鼻，在享受美妙香味的圓舞曲時，旅

客更可以感受到全身上下極致的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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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介紹】 

聖塔度假村 The Santai Villas  

聖塔度假村位於峇里島長谷地區，距離迴聲海灘（Echo Beach）只有 10 分鐘車

程。絕美奢華的度假氛圍以及沉穩的木質配色，讓旅客可以好好放鬆身心。此外，

每間房間提供配有私人泳池、免費 WiFi 的奢華設施，並為客人提供免費自行車、免

費雙程機場交通服務以及水明漾（Seminyak）地區內的免費定時班車服務，內設餐

廳，並可安排烹飪課以及別墅內的 Spa 護理服務。 

 

動物園馬拉河畔小屋 Mara River Safari Lodge 

馬拉河畔小屋坐落在峇里島野生動物園（Bali Safari & Marine Park）內，入住此

飯店不但能讓旅客都能妥善的安排遊園的時間，也可以免去拉車的舟車勞頓。飯店

內提供網絡、室外游泳池、Spa 中心以及餐廳。客人更可以在私人陽台上觀賞野生

動物漫遊，輕鬆自在的度假氛圍讓旅客都能放鬆身心。 

 

帕德瑪烏布度假酒店 Padma Resort Ubud 

鬱鬱蔥蔥的綠樹環繞的五星豪華度假村 Padma Resort Ubud，擁有設備齊全的寬

敞客房，房間內還配設美景陽台，讓旅客都能從房間內欣賞峇里美景。24 小時前

台的工作人員可以提供洗衣和機場接送服務。度假村還設有室外游泳池、兒童俱樂

部、兒童遊樂場，並可應要求提供放鬆按摩服務，絕對是親子同遊的絕選渡假村。 

 

 

貝帕斯水明漾別墅 Peppers Seminyak 

貝帕斯水明漾別墅擁有現代深色沉穩內飾和寬敞的休息區，配設游泳池和荷花

池，並提供免費 WiFi。客人可以選擇參加自費瑜伽和普拉提課程，亦可在日光浴

平台上放鬆身心。優雅大方的設計與裝潢，偌大的房間陳設，讓入住的旅客流連

忘返。此外旅遊諮詢台的工作人員可為客人安排一日遊和水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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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峇里島→迎賓獻花→入住動物園馬拉河畔小屋 

今日帶著愉快的心情從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直抵度假天堂–峇里島。抵達峇里島後隨即有★迎賓
獻花接待遠道而來的各位賓客。稍作休息後，直接前往★峇里島動物園馬拉河畔小屋辦理入住。本日晚
餐特別安排在飯店內部的★獅子餐廳 (Tsavo Lion Restaurant)。開放式落地窗的餐廳陳設，讓來用餐
的旅客都可以看見野外的獅子與老虎，體驗與動物零距離的最佳互動。晚餐過後好好休息，迎接接下
來四天的豐富行程。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獅子餐廳 (Tsavo Lion Restaurant) 
住宿 Mara River Safari Lodge 或 同級 

 

 第二天  Bali Safari 野生動物園遊覽→入住烏布帕德瑪度假飯店 

本日享用過飯店後的精緻早餐後，開始今天在★峇里島沙法理野生動物園的愉快探險，旅客可以選擇搭
乘遊園車輕鬆的走訪各個景點、或選擇前往★水族館感受近距離的海洋接觸。您也可以選擇坐著觀賞精
彩的★動物表演 與 峇里島★經典阿貢秀劇場。適合全年齡層參訪的動物園，絕對值得花時間好好參觀
遊園。午餐就近安排於動物園園區內的★Uma 餐廳享用印尼簡餐，方便旅客安排遊園時間。餐後前往
頂級五星豪華度假村辦理入住。 
 
早餐 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 動物園 Uma 餐廳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Padma Resort Ubud 或 同級 

 

 第三天  單車漫遊烏布鄉間風光，體驗 Samaya Ubud 英式下午茶 

本日從飯店的精緻早餐中揭開序幕，開始在烏布地區漫遊休閒的一天。烏布區是峇里島上文化、藝術
氣息最濃厚的區域。知名的★蠟染村(Bidadari Batik)、★烏布皇宮(Ubud Palace)、★烏布市集(Ubud 
Market) 等具有峇里島歷史色彩的建築與文化都在這一區，建議旅客依據自身時間安排選擇前往這些
景點。午後特別安排體驗★Samaya Ubud 英式下午茶，每日新鮮製作的司康與峇里島式鹹點，搭配上
烏布地區經典的翠綠梯田，遺世獨立的輕鬆感受絕對可以讓旅客脫離繁忙喧囂的生活，找回內心原有
的寧靜。本日晚餐將於人氣名店★Nuris Warung 大啖豬肋排，迎面而來的碳烤香味搭配上清爽的檸檬
汁，一口一口停不下來的好滋味，只有在峇里島吃的到！ 
 
早餐 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 印尼式自助餐 晚餐 Nuris Warung 豬肋排 
住宿 Peppers Seminyak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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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  泳池別墅內悠閒渡假時光+Hua Lulur SPA 頂級體驗 2 小時 

本日特別提供半日自由活動給旅客度過慵懶的峇里假期。您可以盡情使用 Villa 內的各種設施，凡舉健
身房、游泳池，酒吧應有盡有。如果不想待在 Villa，也可以前往★Discovery Mall 逛街。這座 2005
年開幕的大型百貨商場，除了有一般百貨公司有的商品之外，最具有特色的是有手工藝品賣場和峇里
島特色蠟染產品專區，非常適合旅客前來挑選紀念品。本日午餐於著名泰式料理名店★凱特廚房享用，
溫暖大方的餐廳陳設和主廚用心烹調的精緻餐點，保證讓各位旅客食指大動。下午特別安排體驗★Hua 
Lulur SPA，香氣四溢、芬芳入鼻的療程，讓旅客在享受美妙香味的圓舞曲時，更可以感受到全身上下
極致的呵護。 
 
早餐 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 凱特廚房 泰式料理 晚餐 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宿 Peppers Seminyak 或 同級 

 

 第五天  睡到自然醒→桃園國際機場 

精彩的峇里島夢想假期來到最後一天，本日就在美好的峇里回憶和精彩的行程內容無限回味，作為此
趟旅程最完美的句點。稍後抵達峇里島機場搭機返回台灣，結束這五天的峇里島親子假期，與孩子們
勾勾手，相約下次再來度過一個精采的假期。 
 
早餐 飯店內享用早餐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套餐 
住宿 Sweet Home 

 

【航班資訊】 

天數 出發時間 到達時間 出發機場 到達機場 航空公司 班機編號 備註 

去程 10:00 15:15 TPE DPS 長榮航空 BR255  

回程 16:15 21:30 DPS TPE 長榮航空 BR256  

去程 09:15 14:25 TPE DPS 中華航空 CI 771  

回程 16:20 21:35 DPS TPE 中華航空 CI 772  

★★★航班時間僅依航空公司表定時間顯示，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公告為主★★★ 

【參考價格】 

價格期間 售價 專案優惠 
06/01-08/31 

<06/15- 06/18 不適用> 
NT$39,800/人起 請洽年代旅遊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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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包含項目 
² 台北峇里島來回直飛經濟艙團體機票並含二地機場稅、燃油費 (不可指定座位, 無法累積里程) 
² 行程所列之交通、住宿、餐食、景點門票費用 
² 500 萬契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² 五日專屬用車 (配有華語導遊及印尼司機) 
 
售價不包含項目 
² 華語導遊及司機小費，共計五日美金 50/人 
² 電話費、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泛舟、按摩與相關服務人員小費支出 
² 行程所未列出之私人消費 
² 簽證或申辦護照費用 
 

【注意事項】 
♦ 至少 2 人成行。 

♦ 售價僅適用中華民國籍國人適用；非本國籍之旅客，請事先告知服務人員。 

♦ 經服務人員確認後 3 天內需繳交訂金金額 $20,000 元 / 每人。 

(如遇出發日相近、特殊節日、更改頂級住宿，訂金費用另計，若遇緊急需求，需一次付清全額。) 

♦ 本行程無法做任何更改，若欲更改請洽服務人員另行報價。 

♦ 證照資料請於訂金時一併繳交。 

♦ 尾款請於收到行程資料確認後三天內支付完畢。 

(如遇出發日相近、特殊節日、更改頂級住宿，本公司可要求提前支付。) 

♦ 飯店及 Villa 床型有一大床或雙床之分，我們儘可能依您需求安排，但仍需視飯店當時入住情況而定，恕無法保證。 

♦ 加床方式為行軍床或床墊 (無床架)，將視飯店 (Villa) 安排。 

♦ 行程內容可能因天候、航班、交通…等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更動順序，敬請見諒。 

♦ 2 至 12 歲佔床孩童報價與大人相同，2 歲以下嬰兒費用請洽服務人員。 

♦ 孕婦、老年、特殊疾病、未滿 12 歲孩童因骨骼尚未發育完整，不含行程中 SPA 按摩，亦不可轉讓其他旅客或折現。 

♦ 以上飯店入住順序若遇滿房需調整，行程也會適度的調整順序，若遇飯店滿房，則會提供其他建議以供選擇。 

♦ 機票及住宿飯店經確認後不得取消，若取消則會有損失費用產生，請旅客務必注意！ 

(取消費以實際產生之費用為主) 

♦ 在當地若取消原行程內容恕無法退費、若自願增加原行程以外的活動，請旅客於當地自行支付所產生費用、若在當地

欲升等房型或更換飯店，原住宿費用不可退，旅客需另自行負擔更改住宿房費。 

♦ 住房 Check-in 時間約為 15：00；Check-out 時間為中午 12：00 前；提早入住、延後退房或其他需求之費用，請旅

客與旅館櫃檯洽詢。 

♦ 到印尼旅遊每人只能攜帶一條香菸(200 支裝)及一瓶酒。 

♦ 峇里島路邊流動攤販衛生極差，建議旅客避免購買。 

♦ 峇里島人民對於宗教非常虔誠，不同村莊常舉辦拜拜遊行，容易導致嚴重塞車，導遊會視情況調整行程，敬請見諒。 

♦ 電壓：峇里島為 220 伏特，插頭與台灣不同，請攜帶旅行萬用轉接頭。 

♦ 時差：峇里島以東與台灣相同，日惹、泗水以西則慢一小時。 



【年代旅遊】云輝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105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11 樓之 2 

電話(02)7713-7719   傳真 (02)2545-7642 
甲種旅行社 交觀 (甲) 6830 | 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編號：品保 (北) 1548  

 
♦ 貨幣:以盧比(Rupiah)為單位，一般簡寫成 Rp.，紙鈔有 100、500、1,000、5,000、10,000、20,000、50,000、

100,000Rp.，硬幣有 25、50、100、500、1,000Rp.。 

♦ 台灣打電話到峇里島:台灣國際冠碼（002）＋印尼國碼(62)＋峇里島區域號碼(361)＋電話號碼 

♦ 峇里島打電話回台灣:印尼國際冠碼(001)＋台灣國碼(886)＋台灣區域號碼＋家中電話 

♦ 台灣出境時，台幣現金不超過 60,000 元；外幣總值不得超過美金 10,000 元 

(旅行支票及匯票不計)。 

♦ 請於飛機起飛前至少二小時攜帶行李及護照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 托運之行李，請以每人一件交運，交運行李箱大小不拘，宜堅固耐用，不超過二十公斤者為限，超重將會有加收費用

產生，請自理。 

♦ 登機隨身自帶行李箱，係輕便隨身攜帶常用物品，尺寸與內容物請遵守航空公司與機場之規定。 

♦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並按登機證上說明準時前往登機門登機。 

♦ 為維護飛航安全，自 2007 年 3 月 1 日起，凡我國搭乘國際線班機(含國際包機)之出境、轉機及過境旅客所攜帶之液

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實施管制。所有旅客隨身攜帶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其體積不得超過 100 毫升，並要放入不

超過 1 公升且可重覆密封之透明塑膠袋內，袋子需能完全密封。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

奶粉(牛奶)、嬰兒食品、藥品、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需之液體膠狀及噴霧類物品，經向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獲得同

意後，可不受前項規定的限制。出境或過境(轉機)旅客在機場管制區或前段航程於機艙內購買或取得前述物品可隨身

上機，但需包裝於經籤封防止調包及顯示有效購買證明之塑膠袋內。為使安檢線之 X 光檢查儀有效，前述之塑膠袋應

與其他手提行李、外套或手提電腦分開通過 X 光檢查。 

♦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 旅客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入境檢疫須知：為了您通關順利，請勿攜帶動植物及其產品禁止旅客攜帶的動物及其產品，

如:活體動物：犬、貓、免、禽鳥、鼠等。動物產品：生鮮、冷凍、冷藏肉類及其製品（如香腸、肉乾、貢丸、餛飩、

烤鴨等）、含肉加工品（速食麵、雞湯、含肉晶粉等）、蛋品、鹿茸、血清等生物樣材等，包含已煮熟、乾燥、加

工、真空包裝處理之產品。新鮮水果。土壤、附著土壤或有害活生物之植物。活昆蟲或有害生物。自疫區轉運之植物

及植物產品。自 97 年 10 月 1 日起，入境旅客攜帶動植物或其產品，如未主動向關稅局申報或未向本局申請檢疫而被

查獲者，除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罰鍰外，如有違規情節重大者並將移送法辦。下機至出關途中請旅客主動將動植物

產品丟入農畜產品棄置箱，配合檢疫偵測犬隊執行行李檢查。旅客檢疫相關規定，可參考網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之「出入境旅客檢疫注意事項」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