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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i Highlights 6 Days

ACT108

2015
至2月6日

行程特色

兩人成團
天天出發

參觀鬼斧神工的木雕 -【馬斯木雕村】
參觀民族工藝 -【蠟染村】
欣賞峇里人民充滿著藝術天份 -【美術館】
遊覽被譽為峇里島最美麗的海岸 -【庫塔】
搭乘玻璃底遊船前往海龜島
體驗驚險刺激的激流泛舟
著名旅遊勝地巴蘭沙灘
令人愛不釋手的烏布傳統市集

團費

Tour Fee

519

$

起

單房差

Single Supp.

Until
06/02/2015

Min. 2 people

Daily
Departure

250

$

2歲以下小童免費 (不佔床位，無早餐)
2-12歲小童與成人同價 (佔床位，提供早餐)
個人自選項目，客人請準備點美金 英文導遊附加費AUD200/人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free (without bed & breakfast),
2-12 years old $419 (with bed & breakfast)
Please prepare US Dollar for your optional activities
English tour guide: add AUD200/person

市區 4

團費(AUD)
Tour Fee

City Hotel

海邊 4

海邊 5

Seaside Hotel Seaside Hotel

休閒團Leisure Tour
/單房差Single Supplement

$519

$619

$799

純玩團Deluxe tour
/單房差Single Supplement

$569

$669

$849

$350
$350

$410
$410

$560
$560

此價格適用於淡季，旺季及假日須附加費，詳情請致電查詢。
Peak Season and Holiday surcharge is applied.
2014年12月19日至2015年2月6日设有附加費，須致電。
19/12/14 to 06/02/15 Peak Season surchange, Please contact us.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
中文溝通的海外華人華僑，
其他客人另有參團規定，
請致電查詢詳情。

您的特約旅行社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4/5星酒店 (雙人房) 4/5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專業國語導遊 Mandarin Speaker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落地簽證約USD35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pprox. USD35)
小費(>2歲) : 共AUD70/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AUD70/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峇
里
島

6

天
濃
情
遊
2

1

抵達峇里

Aston Dps或同級

4

南灣

聯誼假期導遊將於峇里機場舉”聯
誼假期/Nexus Holidays”的接機牌
迎接，送您往酒店休息。
Day 1 Arrive Bali
Aston Dps or equivalent
Welcome to Bali! Transfer to hotel. Your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Bali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lding a sign
“Nexus Holidays”.

Day 4 Bali (B) Aston Dps or equivalent
Free Day: its own to go shopping, explore the trendy stuff.
Or enjoy the beach activities (at your own expense) e.g.
skydiving, ride a banana boat, go water-skiing etc under
the clear blue skies.

5

激流泛舟

峇里(早、午、晚餐)

Aston Dps或同級
酒店內享用早餐之後，指定時間集中，開始我們愉快的一天。
【海神廟+市集】或【阿勇河漂流】二選一,由導遊根據實際情況
決定。海神廟是巴厘島著名的寺廟之一，同時也是巴厘島的地標
景點。阿勇河漂流這是巴厘島水上活動之選—兩岸均是原始森林
的變換景象。一般橡皮艇上乘坐4-6人。活動過程中，整個線路
迎面而來的景觀各有不同，值得遊覽。(按照國際慣例支付
教練RP10000=USD2/人)。(備註：
12歲以下和60歲以上的老人不可以參加，
費用不予退還。)【烏布皇宮】烏布皇宮位於巴厘島具
有藝術氣息的烏布地區繁華地帶，是烏布王朝
聘請著名的藝術家所規劃設計的，早期烏布皇宮
是提供給王朝所居住的【烏布市集】位於烏
布市中心，烏布皇宮正對面。有著許多當地
人自行創作的工藝品，議價空間也大，是貼近
當地生活並滿足購物慾望的聖地。【烏布文化之旅】
巴厘島最原汁原味的文化，我們精心安
排體驗來趟深度民俗文化之旅，
下8項傳統文化體驗課程可任選其一做體驗：
(1)EGGPAINTING蛋殼彩繪(
2)MASKPAINTING面具彩繪(3)BOOMERANG PAINTING彩繪迴力棒
(4)CAT HANDICRAFT PAINTING彩繪手工貓製品(5) MEM BATIK WITH
KANVAS繪畫沙龍(6)BAMBOO RAINSTICK 竹筒彩繪.裝飾(7)PAINT
LIZARD 彩繪蜥蜴製品(8)PAYERST用曬乾的椰子葉製作精緻的手工
藝品，其製品也和祭祀典禮息息相關。傍晚，我們排座在貴賓席
上，享用印尼獨特的脆鴨餐，巴厘島的特色美食脆鴨餐是巴厘島
赫赫有名的特色餐品，同時觀看歷時約半小時的由甘美蘭樂隊現
場伴奏的傳統巴厘舞蹈表演。

海龜島

峇里(早、午、晚餐)

Day 2 Bali (B, L, D)
Aston Dps or equivalent
1. Tanjung Benoa
2. Glass Bottom Boat
3. Turtle Island
4. Uluwatu
5. AfternoonTea
6. Coffee Factory

Day 5 Bali (B, L, D)
Aston Dps or equivalent
1. Ayung Rafting / Tanah Lot
2. Ubud Market

馬斯木雕村

金巴蘭沙灘

峇里(早、午、晚餐)

Aston Dps或同級
在酒店內享用早餐之後，指定時間集中，開始我們愉快的一天。【精
品街】精品街周圍滿佈豪華度假酒店，各國遊客在此聚集，這裡就是
專為滿足他們的需求而設，每一間店都獨具特色：民俗和前衛風格的
服飾、造型純樸的木雕、首飾、香料、藝術畫廊等。【蔚藍海岸單車
行】之後騎上為您準備的腳踏車，沿著海岸開始海邊漫步。一路上，
綿延的沙灘，清澈的海水，藍天白雲，而您，就是畫中最動人的元素
。【淺水灣下午茶】淺水灣位於巴厘市區南面，風景秀麗，所處區域
經過了完整的規劃與建設，是典型的富豪度假區。相對於擁擠熱鬧的
庫塔，除了住客之外基本上外人不入的淺水灣顯得寬闊、安靜。在這
裡坐下品嚐充滿小資情調的下午茶。吹著鹹鹹的海風，聽著輕柔的海
浪，飲一口甜甜的果汁，時間就在不經意間流走。【庫塔+洋人街】
巴厘島庫塔區是遊客喜歡的地點之一。這裡有繁華的商業景象，也有
一樣美麗海灘。一間接一間的特色小店，這裡有眾多的手工精品店、
特色藝術品店、服裝店、甚至大型百貨商場等。還有遠近馳名的衝浪
聖地庫塔海灘。【土特產】遊客可以購買手信，回來贈送親友。
(酒店早餐、中式料理午餐、晚餐)
Day 3 Bali (B, L, D)
Aston Dps or equivalent
1. Boutique Street
2. Bike-Cycling
3. AfternoonTea

Aston Dps或同級

全天自由活動。早餐後可悠閒地在酒店內享用設施或睡到自然醒
。喜歡逛街的遊客，可以自行前往庫塔區最著名的洋人精品逛街
：一個集結時尚、美食、沙灘、小販、音樂、個性商店與百貨公
司，是峇里島消費天堂。您亦可自行前往海灘享受刺激的水上活
動或者前往水療中心自費選擇SPA療程。

Aston Dps或同級
早餐後指定時間集中，開始愉快的
一天。【南灣玻璃底船】天藍海闊，
在此悠閒地漫步戲水。安排乘搭玻璃
底船前往海中央，提供麵包讓您餵食小魚。
【海龜島】在島的南端。島上專門培育海龜、
看到大大小小的海龜在池裡(游來游去，你也可以和蜥蜴、
蝙蝠、巨蟒，拍照留念。按照當地習俗捐贈RP10000=￥10/人用
於保護海龜。【庫塔+洋人街】峇里島塔區是遊客喜歡的地點之一。
這裡有繁華的商業景象，也有一樣美麗海灘。一間接一間的特色小店
，有眾多的手工精品店、特色藝術品店、服裝店、甚至大型百貨商場
等。還有遠近馳名的衝浪聖地庫塔海灘。【烏魯瓦度】烏魯瓦圖斷崖
有三個名字：斷崖、情人崖和望夫崖。海浪拍打著懸崖。在這裡可以
觀賞懸崖峭壁的大自然奇景，可以遠眺望夫崖。沿途也可見棲息於此
的頑皮猴群。【下午茶】這裡景色海天一色，一望無際的海洋讓人忘
卻城市的繁囂。【咖啡加工廠】來到金麒麟咖啡加工廠參觀當地出名
的黃金咖啡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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峇里(早餐)

4. kuta
5. Local Product Shop

木雕村、臘染村是以觀賞當地藝術為
準的，有現場展示的手工作坊，並附
帶成品市場；免稅店主要是提供給客
人購買國際商品，以上三個按照峇里
島行規不被納入購物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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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峇里(酒店早餐)
早餐後送您前往機場，乘坐飛機回
您溫暖的家。
Day 6 Depart Bali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淡季取消條款(旺季及節假日不設退款)：
出發前30天或以上取消，取消費為AUD150，其餘退還。
出發前14-30天內取消者，退還50%團費。
出發前14天內取消者，不設退款。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