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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爪哇島全覽(JAVA)
9天 雅加達•萬隆•日惹(世界文化遺產)•
泗水(婆羅摩火山)團 JKT9B

精彩豐富的行程特色

印尼各地種族眾多，擁有特有文化及民族

性，多樣不同的建築風格，穿著彩色多樣

服飾

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婆羅浮圖佛塔」、

「普蘭巴南印度廟」

世界最多火山美景的國度，多達270幾座活

性火山，成為世界奇觀

．

．

．

婆羅摩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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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香港 雅加達JAKARTA
是日團友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於機場，乘搭豪華客

機飛往爪哇島的省會也是印尼第一大城市 ─ 雅加達

，抵達後隨即辦理入境相關手續。

第二天

雅加達～縮影公園～萬隆BANDUNG

早餐後專車前往縮影公園，園內佔120公頃，展出印

尼27省份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縮影，並可藉此瞭解印

尼各個民族文化、宗教、生活習性，您同時還可以看

到印尼人的手工藝品，欣賞令您嘆為觀止的雕刻技術

。之後到雅加達富歷史意義的獨立廣場及民族紀念碑

。繼後前往森林保護區，這裡有熱帶森林，可觀賞各

種鹿群和大型蝙蝠等動物。繼後乘車往萬隆，古稱「

勃良安」，意為「仙之國」，亦可解作「山連山」。

它是西爪哇首府，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僅次於雅加達

和泗水)，人口約120萬。萬隆位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

西部海拔715米的萬隆盆地中，四面群峰環繞，植物

繁茂，環境優美。雖地近赤道，但因地勢較高，氣候

涼爽，空氣清新，年平均氣溫23℃。當地景色秀麗

，清靜幽雅，四季如春，被譽為印尼最美麗的城市，

素有「爪哇的巴黎」美譽，早在17世紀，萬隆就已

成為著名的旅遊和避暑勝地。晚餐後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萬隆～白火山湖～周恩來博物館～東方巴黎～

牛仔褲街

早餐後前往萬隆獨有的白火山湖欣賞壯觀美麗的白色

火山景觀，接著參觀周恩來博物館，繼後前往素有東

方特色的步行街「東方巴黎」。之後再前往當地最有

名的牛仔褲街，購買服飾。

第四天

萬隆～日惹YOGYAKARTA～普蘭巴南印度廟

早餐後乘火車前往日惹。到達後前往參觀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的普蘭巴南印度廟，建於公元九世紀，是爪哇

現存最大型的印度教廟宇群，與婆羅浮屠佛塔同被列

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普蘭巴南印度廟由三層同心

方形大院組成，224座大小廟宇分散在中間和內層大

院上。廟宇群依照印度教廟宇傳統風格而建，形成「

外面低，中心高」的格局。中心區是祭祀印度教三大

主神廟，中間最高的是破壞神濕婆 (SHIVA) 神廟，南

、北分別為創造神大梵天 (BRAHMA) 神廟和保護神

毗濕奴 (VISHNU) 神廟，四周還有一些其他神祗較小

的廟。接著前往日惹最熱鬧的一條大街 ─ MALIOB-
ORO街， 許多攤販店家購物中心聚集在此，可買些

衣服、蠟染等紀念品，繼後前往參觀著名的日惹紀念

碑，總統府和1765年荷蘭殖民地總督堡壘，晚餐後

前往酒店休息。

第五天

日惹～婆羅浮屠佛塔 (世界七大奇景)～蘇丹王宮

早餐後，隨即前往古代東方的四大奇跡 ─ 婆羅浮屠

佛塔，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是外國遊客首選的旅遊景點，佛塔建於山丘的平地上

，遠含青山，近擁碧翠。登臨塔頂可望見煙波茫茫的

印度洋海面，令人眼開胸闊，心曠神怡。還可遠望東

南方向，海拔3150米，高居於群山上的墨拉比火山

。佛塔共分為九層，代表古時修行者從塔底開始神聖

的修行旅程，一層層通往極樂世界─佛塔頂層「朝天

殿」。整座佛塔佈滿海麗的浮雕，訴說佛祖的故事，

其建築技術與宗教藝術價值，都為當代學者所讚歎。

參觀後專車前往門徒佛塔，佛塔是紀念釋迦牟尼佛從

出世到圓寂所建立的佛塔。佛塔內雕有一尊莊嚴的釋

迦牟尼佛浮雕，吸引信徒至佛塔參拜。接著專車前往

日惹蘇丹皇宮，日惹皇宮內的每一廳堂、庭院、一草

一木都有其象徵意義，宮內不時能看到穿著傳統服裝

，腰配短劍的侍衛親切地與遊客聊天拍照。

第六天

日惹～沙拉岸SARANGAN～沙潭山中湖～熱帶瀑布

早餐於酒店，餐後乘專車前沙拉岸(SARANGAN)，
位於火山下的山腳，所以溫度也比較低，午餐於當地

餐廳，餐後往酒店休息。休息一會後由導遊帶領步行

前往參觀沙潭山中湖，欣賞湖內的景色。團友也可自

費騎馬 (約半小時)，由馬伕的引領下經過崎嶇的山路

前往參觀熱帶瀑布，沿途欣賞兩旁的田野風光。

第七天

沙拉岸～泗水SURABAYA (潛水艇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印尼第二大城市 ─ 泗水，二十世紀初時

，這裡曾是印度尼西亞群島最大的港口，也是印尼

13667個群島中最大的華人城市。午餐後前往潛水艇

博物館，它是當時印尼獨立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潛水艇

遺跡，可很仔細的看到潛水艇內部的設施，大開眼界

！晚餐後往酒店休息。

第八天

泗水～泗水野生動物園～婆羅摩火山～沙漠騎馬

早餐於酒店，餐後前往東爪哇省歷史最悠久也是第一

座動物園─泗水野生動物園，在佔地廣大茂密土地上

有著千多隻的動物，可看到紅毛猩猩、長鼻猴，各式

各樣天堂鳥等動物外，還可以看到可愛的猴子、四不

像等小動物。午餐後前往婆羅摩火山騎馬，首先搭乘

小巴士穿過高山森林，經過蜿蜒曲折的水路後，換乘

騎馬，由馬伕的帶領下爬過山頭，便進入一望無際的

沙漠。沙漠上，可嘗試自己在沙漠之上騎馬 (時間約1
小時)，隨後我們將到海拔2392公尺高的婆羅摩火山

，登上石階，站在火山口頂峰眺望從火山口冒出的縷

縷白煙，體驗了婆羅摩火山神秘。

第九天

泗水 香港 (經雅加達)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客機經雅加達轉機飛

返港。                                                      祝君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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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 -

住宿 : SUNLAKE JAKARTA 或同級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ASTON BANDUNG 或同級

市內餐廳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ASTON BANDUNG 或同級

市內餐廳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火車

住宿 : SHERATON JOGYA 或同級

TBC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SHERATON JOGYA 或同級

當地餐館

縮影公園



第一天

香港 雅加達JAKARTA
是日團友於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於機場，乘搭豪華客

機飛往爪哇島的省會也是印尼第一大城市 ─ 雅加達

，抵達後隨即辦理入境相關手續。

第二天

雅加達～縮影公園～萬隆BANDUNG

早餐後專車前往縮影公園，園內佔120公頃，展出印

尼27省份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縮影，並可藉此瞭解印

尼各個民族文化、宗教、生活習性，您同時還可以看

到印尼人的手工藝品，欣賞令您嘆為觀止的雕刻技術

。之後到雅加達富歷史意義的獨立廣場及民族紀念碑

。繼後前往森林保護區，這裡有熱帶森林，可觀賞各

種鹿群和大型蝙蝠等動物。繼後乘車往萬隆，古稱「

勃良安」，意為「仙之國」，亦可解作「山連山」。

它是西爪哇首府，是印尼第三大城市(僅次於雅加達

和泗水)，人口約120萬。萬隆位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

西部海拔715米的萬隆盆地中，四面群峰環繞，植物

繁茂，環境優美。雖地近赤道，但因地勢較高，氣候

涼爽，空氣清新，年平均氣溫23℃。當地景色秀麗

，清靜幽雅，四季如春，被譽為印尼最美麗的城市，

素有「爪哇的巴黎」美譽，早在17世紀，萬隆就已

成為著名的旅遊和避暑勝地。晚餐後前往酒店休息。

第三天

萬隆～白火山湖～周恩來博物館～東方巴黎～

牛仔褲街

早餐後前往萬隆獨有的白火山湖欣賞壯觀美麗的白色

火山景觀，接著參觀周恩來博物館，繼後前往素有東

方特色的步行街「東方巴黎」。之後再前往當地最有

名的牛仔褲街，購買服飾。

費騎馬 (約半小時)，由馬伕的引領下經過崎嶇的山路

前往參觀熱帶瀑布，沿途欣賞兩旁的田野風光。

第七天

沙拉岸～泗水SURABAYA (潛水艇博物館)

早餐後前往印尼第二大城市 ─ 泗水，二十世紀初時

，這裡曾是印度尼西亞群島最大的港口，也是印尼

13667個群島中最大的華人城市。午餐後前往潛水艇

博物館，它是當時印尼獨立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潛水艇

遺跡，可很仔細的看到潛水艇內部的設施，大開眼界

！晚餐後往酒店休息。

第八天

泗水～泗水野生動物園～婆羅摩火山～沙漠騎馬

早餐於酒店，餐後前往東爪哇省歷史最悠久也是第一

座動物園─泗水野生動物園，在佔地廣大茂密土地上

有著千多隻的動物，可看到紅毛猩猩、長鼻猴，各式

各樣天堂鳥等動物外，還可以看到可愛的猴子、四不

像等小動物。午餐後前往婆羅摩火山騎馬，首先搭乘

小巴士穿過高山森林，經過蜿蜒曲折的水路後，換乘

騎馬，由馬伕的帶領下爬過山頭，便進入一望無際的

沙漠。沙漠上，可嘗試自己在沙漠之上騎馬 (時間約1
小時)，隨後我們將到海拔2392公尺高的婆羅摩火山

，登上石階，站在火山口頂峰眺望從火山口冒出的縷

縷白煙，體驗了婆羅摩火山神秘。

第九天

泗水 香港 (經雅加達)

早餐後由專車送往機場，乘豪華客機經雅加達轉機飛

返港。                                                      祝君旅途愉快！

註 :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購買綜合旅遊保險。

凡參加此團之旅客，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建

議客人於報名時購買。

本團不包括有會出現的機場稅及行李保險，保管費，

騎馬(有一定風險)，行李生小費及水上活動費等。

以上行程，住宿酒店及住宿地區只供參考，如有變動

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以上行程及團費均以報名為準，團費可能因外幣升值

或機票，酒店在旺季期間漲價而有所更改，本公司保

留在出發前調整價格之權利。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

行通知。

15人以下本社不安排隨團領隊。

以上行程，不一定按行程中地點、住宿及指定時間參

觀。

(報團時收取)不包香港機場稅(12歲小童以下小童不

須付)，香港機場保安稅，香港燃油附加稅，出票手

續費。回程機場稅客人須當地自行繳付(RP：200000 
/ HKD200)，小童(RP：200000 / HKD200)。內陸機

場稅(RP：75000/HKD75 )，小童(RP:40000/ 
HKD40)。(以當地政府公報為準)。

有關責任問題，請參閱「金怡旅行社有限公司」收據

背頁為準。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

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

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

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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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野生動物園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TELAGA HOTEL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NADIA SUKAPURA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MAJAPAHIT SURABAYA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