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i Tour 經典峇里】PADMA UBUD 2 晚+四季金巴蘭獨棟別墅 2 晚峇里島  5 日 

 

參考航班: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09:10  14:40  台北‐峇里島  中華航空  CI 771 

第五天  15:45  21:00  峇里島‐台北  中華航空  CI 772 

 

天 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一天  10:00  15:20  台北‐峇里島  長榮航空  BR255 

第五天  16:20  21:35  峇里島‐台北  長榮航空  BR 256 

《五星級住宿安排》 

【烏布帕德瑪渡假村 PADMA UBUD】 

 

烏布帕德瑪度假村開幕於 2015 年，酒店坐落在未受破壞的河谷內，俯瞰著烏布迷人的竹林。這間 5

星級飯店的位置非常優越，距離市區繁華地段僅有 45 km 的路程，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

景點變得快捷、方便出遊。 

烏布帕德瑪度假村地理位置優越，設施先進，是 熱門的飯店之一。度假村共有 148 間房間，客房採

用傳統設計及現代風格，保留峇里島風格；給人安靜典雅的感覺。五星級設施和設備，每間客房或套

房的壯麗景色，以及 89 公尺長的無邊游泳池和標誌性的世界級餐飲場所。 

酒店為使客人感到賓至如歸，致力提供 優質的服務和 優良的設施，確保每位客人住宿期間都能獲

得便利的服務，在繁忙的一天過後，不妨到酒店的健身房、室外游泳池、Spa 按摩服務、兒童遊戲區

放鬆一下自己。 

 

【四季金巴蘭獨棟別墅 FOUR SEASON JIMBARAN】 

 

金巴蘭四季位於丘陵上，俯瞰整個金巴蘭灣海景及阿貢山  Mount Agung  山景，有相當好的地形優勢，

讓您時時刻刻都可以享受美麗的金巴蘭海灣海景。 

峇里島金巴蘭灣四季度假酒店的  147  棟別墅深受峇里島傳統建築的啟發，運用當地石雕等藝術創作，

設計的出發點是以峇里島傳統建築文化為特色，在圍有石牆的私人庭院中，以獨立的茅草屋頂亭樓為

特色。每棟別墅均設有超大室內外起居空間、蔥翠花園、私人泳池和日光浴平臺。 

金巴蘭四季度假酒店，附設的 SPA 中心共有 9 間室內療室、3 間附有花園的按摩室與浴池，和 2 間 SPA

套房，大量使用黃色和藍色等明亮色彩，跳脫出東方的神秘印象。金巴蘭四季的 SPA 獲選為全球 佳

SPA，這裡的療程種類繁多，有峇里島傳統療法 Lulur、海洋療法 Ocean Ritual、雨注按摩浴 Rain Shower，

和特別的香氛蒸汽浴 Aroma Steam，還有芳香、東方式和峇里島式的按摩與身體裹敷等療程。 

金巴蘭四季度假酒店是峇里島頂級飯店，也是名列全世界 好的 25 家飯店之一；是一生非來一次不

可的 Villa，更是峇里島頂級飯店中的經典，年年得獎、得獎連連成就四季飯店的神話。 

 

 

 

《行程主打星》 



 

【不併團無購物】 

2 人即可成行，自成一團，每天均可出發，不走購物站。 

【絕對客製化行程】 

行程內容可做客製，依您希望的行程內容、預算量身訂做，如有增減行程再另行報價，多退少補。 

【體驗當地的風味餐】 

特別安排體驗品嘗峇里島地當地熱門餐廳料理，絕不能錯過的美味一次幫您掌握。 

【五星級度假別墅】 

保證住宿雙人 5 星級度假飯店，享受豪華的客室、泳池，讓您的假期充滿專屬自己的浪漫回憶。 

【貴賓專屬用車】 

每組客人均有專屬的配車含司機及當地導遊服務，讓您在旅途中暢快地進行，享受自己的假期。 

【特別贈送雞尾酒】 

特別贈送金巴蘭四季酒店的日落雞尾酒，讓您感受到黃昏美景及美酒享受。 

【旅遊責任險】 

依行程天數每人投保旅遊契約責任險 500 萬元，20 萬元意外醫療險(15 足歲以下及 70 足歲以上投保

旅遊契約責任險 200 萬元，20 萬元意外醫療險)。 

 

《經典景點安排》 

【大象俱樂部白水泛舟】https://www.masonadventures.com/elephant‐park/ 

峇里島地勢起伏、雨量豐沛，由島中央往各海岸線輻射奔流的河川眾多，擁有優越條件發展河流泛舟。

白水激流泛舟漂流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休閒活動，利用筏艇航行於河流。對不同程度的水流大小、流

水量，讓泛舟的旅客感受其樂趣與刺激性。與冒險的先驅們一起享受濕潤和狂野，在烏布（Ubud）

的神秘阿勇河（Ayung River）享受驚險刺激的風景。巴厘島 長的白水漂流之旅，從頭到尾獨家提供

島上唯一的優質體驗;  包括 好的設施，設備，安全，食品和服務。 

 

【聖泉寺】 

聖泉寺是規模完整且涵括所有峇里島寺廟的特色，名稱由來便是因為廟宇環繞一處聖泉興建。一千多

年以來，當地人都認為在泉內沐浴，可以求得財富以及健康，故此處常舉行淨身儀式。 

由於印度教徒均相信這個聖泉的泉水帶有法力，很多人都老遠跑來進行宗教儀式洗去罪惡，或是直接

將泉水喝下。久而久之聖泉廟聲名大噪，很多外地遊客或朝聖者也抱著莫大的信心到來，希望在這清

潔的山泉水中洗澡以除去一身的罪孽以及醫治各類奇疾。 

【BALI NATURE LAND】 

BALI NATURE LAND 是峇里島唯一一家提供多種冒險活動的公司擁有 16 年的經驗。為 5 至 65 歲的客戶

安排安全和令人興奮的冒險活動;提供各式活動像乘坐敞篷吉普車、騎馬、四輪傳動具備安全性及挑

戰性，是喜愛刺激休閒運動者 佳活動的選擇。 

【JASMINE SPA 或 SUMA SPA 熱石按摩】 

熱石按摩可以幫助現代人快速地放鬆緊迫的神經，舒緩每日累積的壓力，熱石是採用火山爆發之原石，

選定能量充足之原石為工具，置於人體相關之背穴，並配合特殊經絡按摩之手法及冷熱石之交替使用，

由內而外，改善體質，促進人體細胞活化，而達到美容、活膚、健康之效果。 

《在地精選美食強檔》 

【NURI’S WARUNG 豬肋排】 

為美籍人士 Brian Kenney Aldinger 和他的爪哇廚師妻子 Isnuri Suryatmi 於 1995 年左右在 Ubud 開設了



第一間的 Naughty Nuri's。餐廳遠近馳名，招牌料理”豬肋排”，這個豬肋排長時間經過醬料醃漬過後，

再塗上特殊的醬汁再烤，經過高溫的烤製，豬肋排的香味四溢肉質軟嫩肉汁飽滿。搭配峇里島當地的

啤酒更是絕配。炭烤豬肋排是峇里島的特色美食值得品嘗吃完絕對回味無窮。 

 

【BUMBU BALI 峇里島香料風味餐】 

來峇里島當然不可錯過品嚐印尼料理，位於五星級飯店集中區 Nusa Dua 的 Bumbu Bali 餐廳，是目前

峇里島公認 精緻、口味 傳統的印尼料理餐廳。『Bumbu‐Bumbu』本身是「香料」的意思。Bumbu 

Bali 餐廳以道地的峇里佳餚著稱，餐點融合峇里島民間跟皇室的菜色，改良成適合大眾享用的料理，

再搭配富有峇里島傳統風味的開放式廚房、以及涼亭式用餐空間，深受到前來峇里島旅行的西旅客所

喜愛。 

餐廳主廚為了確保每天所提供的食材新鮮，主廚每天早上都會上市場採買，變化出峇里島 傳統的烹

飪美食。招牌餐點『風味絕佳沙嗲串、峇里島三色飯搭配香料配醬、新鮮現榨果汁、貴族水果拼盤』

等，整組套餐包括前菜、湯、主菜和甜點，口味以咖哩和各式南洋香料為主，絕對讓您對當地美食留

下深刻的印象；各式多樣化的拼盤香料料理，看來鮮豔可口、香味四溢的套餐，一定讓旅客吃飽喝足，

帶著滿意微笑離開。 

 

【FOUR SEASON JIMBARAN 下午茶】2019/6/27  日前住宿即贈送!! 

峇里島金巴蘭四季酒店是屢獲酒店業獎項的著名度假酒店，下午茶位於附屬於四季酒店的 Sundara 海

邊俱樂部。Sundara 的梵語意為美麗，是金巴蘭區域全天餐飲和新潮生活方式的新地標。Sundara 可

以看到不同角度的金巴蘭海灣，美麗海景盡收眼底；提供精緻的餐點與飲料，下午茶茶點總類也相當

豐富而且美味，絕對不能錯過。 

 

第一天：台北／峇里島(接機)  －烏布－飯店 CHECK IN 

今日滿懷著雀躍的心情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辦理登機手續登機，約五小時的航程前往有神話之島之

稱的『峇里島』。抵達後辦好海關手續之後(海關單回程時須繳繳回，請妥善保管!!)，步出機場迎接熱

情的陽光，悠閒的旅程就此展開，放鬆享受的時刻即將來臨。 

專屬的旅行車、當地導遊已熱情的在此等待，驅車前往有峇里島文化心臟美譽的『烏布』。 

【烏布】位於峇里島中南部的烏布是峇里島的文化藝術中心，無數文化地標在這裡誕生：千年的古剎、

巍峨的皇宮、翠綠的山林和梯田稻穀構成了烏布壯麗的全景式畫面。 

抵達後，帶您前往位於山林中的五星級的【烏布帕德瑪渡假村 PADMA UBUD】辦理入住手續。稍作

休息後晚餐安排於飯店享用峇里島式套餐。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敬請自理◎晚餐：PADMA UBUD 飯店巴里式套餐 

◎住宿：PADMA UBUD 烏布帕德瑪渡假村 

 

第二天：烏布  (大象俱樂部白水泛舟(五星級規格)+午餐、聖泉寺  ) 

輕鬆的用完早餐後，準備前往參加冒險泛舟之旅。峇里島泛舟多在叢林之間，穿越綠映夾道的熱帶河

谷，像是進入與世隔絕的秘境，與冒險的先驅們一起享受濕潤和狂野，在烏布（Ubud）的神秘阿勇

河（Ayung River）享受驚險刺激的風景。峇里島 長的白水漂流之旅，從頭到尾獨家提供島上唯一的

優質體驗;  包括 好的設施，設備，安全，食品和服務。 

 

與台灣泛舟的體驗和感受完全不同！至於激流程度要看雨量大小而定，乾季時水位較淺，高低落差會



更明顯、更刺激。基本上泛舟過程不會翻船、危險性低，但沿途的險灘、瀑布也很多，尖叫聲和歡笑

聲更少不了！是一個可以盡興、不會失望的冒險行程。 

【PS:泛舟限定 12 歲以上‐55 歲  (凡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孕婦.均不適宜) 

享用完午餐後將前往【聖泉寺】是峇里島的一個著名廟宇，依地下泉眼而建，因此得名。寺中有十多

個出水口，雖歷經千年，泉水卻依然清澈。每個出水口都代表著一種神明，據說在聖泉中洗禮可以得

到庇護、祛除疾病，不僅附近的居民每天會來這裡沐浴，眾多的外國遊客也紛紛前來朝聖。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泛舟簡餐(配套包含)◎晚餐：NURI’S WARUNG 豬肋排 

◎住宿：PADMA UBUD 烏布帕德瑪渡假村 

 

第三天：烏布  (巴里島～BALI NATURE LAND  敞篷車+騎馬或四輪傳動+鳥園+巧克力鍋下午茶+午餐/ 

JASMINE SPA 或或 SUMA SPA 熱石按摩 2 小時) 

 

今日來到 BALI NATURE LAND 展開一次別開生面的探險旅程！在這裡可以體驗各式的活動，您可以體

驗【敞篷車】奔馳的快感，也可以在沙灘或梯田裡騎馬，欣賞美麗的景色，由經驗豐富的教練為您保

駕護航。或是選擇駕駛 ATV 四輪越野車，深入探索峇里島熱帶叢林，盡情飽覽沿途梯田、叢林、河流、

黑沙灘與大海等各種風景，所有困難的地形都暢行無阻難不倒你！ 

 

※「熱石 SPA  」是因石頭附大地能量及不意散熱的特性，達到深層肌肉的放鬆按摩，結合西方的淋

巴排毒及中國的經絡原理，特別適合東方人體質。將溫熱的石頭至脊椎的兩側，根據身體能量點放上

熱石。按摩師手持熱石以深層肌肉按摩手法滑動，讓溫潤的石頭幫助精油迅速進入體內，鎮靜肌膚、

舒暢全身的氣場、淋巴、血液循環，放鬆緊繃痠痛的筋骨肌肉，釋放壓力，恢復元氣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BALI NATURE LAND 簡餐(配套包)◎晚餐：BUMBU BALI 峇里島香料餐 

◎住宿：FOUR SEASON JIMBARAN 四季金巴蘭獨棟別墅 

 

第四天：享受飯店設施~FOUR SEASON JIMBARAN 下午茶 

 今早您可感受睡到自然醒的悠閒時光，體驗真正渡假的悠閒，在飯店或 VILLA 內輕鬆自在的享用設

施。您可針對自身的喜好安排休閒活動：享受渡假飯店的完善設施，可盡情於飯店的游泳池戲水留下

浪漫的美好回憶，讓人放鬆壓抑的身心，釋放一下自己，好好享受壓力釋放的快感。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敬請自理◎晚餐：四季金巴蘭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FOUR SEASON JIMBARAN 四季金巴蘭獨棟別墅 

 

第五天：金巴蘭(享受飯店設施)  －峇里島機場送機／桃園 

今日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直到從甜蜜的夢境醒來，享用酒店豐盛的早餐後，把握 後

數小時在峇里的悠閒時間，一整個上午，您可在游泳池裡盡情享受水世界，或者待在發呆亭中，享受

一個悠閒無人打擾的歡愉時光。午後，前往機場踏上歸途，回味這五天放鬆身心靈的旅程，希望您會

喜歡。 

 

◎早餐：飯店享用◎午餐：娘惹的秘密◎晚餐：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在不減少旅遊景點和遊覽時間的前提下，地接社有權根據當天的天氣、交通等實際情況調整景點遊

覽前後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