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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全覽
9天 雅加達•日惹•婆羅浮圖佛塔•峇里島•
泗水•婆羅摩火山團 DPS9C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簡稱印度尼西亞或印

尼，為東南亞國家之一；約由17,508個島

嶼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疆域

橫跨亞洲及大洋洲，別稱「千島之國」。

印度尼西亞人口超過2.38億，為世界上人

口第四多的國家。國體屬共和國，國會代

表及總統皆由選舉產生。印度尼西亞首都

為雅加達

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婆羅浮圖佛塔」及

「普蘭巴南印度廟」

世界最多火山美景的國度，達270多座活性

火山，被美譽為世界奇觀美景之一

印尼種族眾多，他們都擁有著特有的文化

及民族性，及多樣化的建築風格

．

．

．

．

雅加達

P.02



第一天

香港 雅加達

是日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航機飛往印尼首都第一

大城市「雅加達」，抵達後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

雅加達～縮影公園～蘇哈托總統博物館～獨立廣場～

民族紀念碑

早餐後，前往雅加達以南約10公里，佔地約100公頃

的「縮影公園」。在公園裡有27座亭閣，每一亭閣

代表印尼每一個省份，亭閣所使用的建材與技術，均

來自於該省份，以呈現出其傳統的建築風格。隨後到

「蘇哈托總統博物館」，館內收藏了約萬餘件由各國

名人贈予蘇哈托總統的珍貴物品，當中由中國贈送出

的「翠玉龍床」最為珍貴，絕對令您大開眼界。繼而

驅車返回雅加達，遊覽富歷史意義的「獨立廣場」及

「民族紀念碑」，紀念碑上的火炬是由24K純金打造

，讓您更瞭解雅加達的歷史。

第三天

雅加達 日惹～婆羅浮屠佛塔～門圖佛塔～

觀看皮影戲

早餐後，驅車往機場乘航機前往印尼最具古文化氣息

的城市「日惹」。日惹沾濡了印尼千年的傳統文化精

髓，使蘇丹皇宮至今仍得以成為當地日惹人文薈萃的

文化中心。其後驅車前往「婆羅浮屠佛塔」，為古代

東方的四大奇跡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塔分九

層，古時修行者從塔底開始神聖的修行旅程，一層層

抵達最高極樂世界，被視為朝天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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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為當代學者所讚嘆。午餐後專車前往「門徒

佛塔」，佛塔是紀念釋迦牟尼佛從出世至圓寂而建立

的，佛塔裡雕有一尊莊嚴的釋迦牟尼佛浮雕，每年六

月三日，不少信徒會徒步至佛塔參拜。及後前往觀看

日惹最有名的傳統表演皮影戲。

第四天

日惹～銀飾製作中心～日惹蘇丹皇宮～世界文化遺產

之 (普蘭巴南印度廟) 峇里島

早餐後，驅車往「銀飾製作中心」，了解當地銀器製

作，如手鍊、戒指、項鍊等。及後前往「日惹蘇丹皇

宮」內的海一廳堂庭院，宮內能看到身穿傳統服裝，

並配上短劍的待衛穿梭來去，親切地與遊客拍照。午

餐後前往被譽為爪哇最美麗的古蹟「普蘭巴南印度廟

」，這宏偉的寺廟因其所在地而得名，當地居民稱為

羅婁容朗或苗條淑女寺，是印尼最大及最美的印度寺

廟。其後往機場乘航機往峇里島。

第五天

峇里島～

烏布藝術區(MAS馬斯木雕村、NEKA耐卡美術館)～

海神廟

早餐後，往峇里島藝術發源地「烏布藝術文化區」

MAS馬斯木雕村及蠟染村參觀，峇里島的雕刻藝術

，特有的雕琢風格，已享譽海外百年之久。之後住烏

布最有文化價值的「NEKA耐卡美術館」。及後前往

印尼最富盛名的海中奇蹟「海神廟」，此神廟屹立於

海中心，浮沉於印尼洋洶湧波濤的大海中，富有特色

。

第六天

自由活動
(團友可自費參加Quick Silver海上遊或熱石按摩)

是日自由活動，客人可自費享用各種水上活動。

自費活動︰「QuickSilver海上遊」，乘坐豪華遊艇

，展開輕鬆悠閒的航行，欣賞海上美麗風光，於海上

活動平台享用各項水上活動，如浮潛，清澈的海水及

美麗的海中景觀必定能令你樂在其中；乘坐香蕉船(

無限次)暢遊於海上；乘搭半潛式水艇，觀賞各式熱

帶魚及繽紛的珊瑚(請團友自備泳衣)。

早•午•晚餐

住宿PULLMANBALILEGIAN NIRWANA或同級酒店。

第七天

峇里島～咖啡工藝館 泗水～鮮果世界～

婆羅摩火山

早餐後，專車往享譽國際的「峇里島咖啡工藝館」，

從而了解印尼咖啡製作過程及可品嚐咖啡之香。隨後

乘航機飛往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二十世紀初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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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果世界」。專

人帶領參觀種植各種水果，如榴槤、芒果、楊桃等，

更可品嚐時令水果。隨後專車前往婆羅摩火山，山腳

下酒店休息及享用晚餐。

第八天

泗水～婆羅摩火山(騎馬觀看日出)～泗水動物園～

回教清真寺～英雄烈士塔～海軍紀念碑

清晨專車往「婆羅摩火山」，抵達馬驛站，在導遊帶

領下騎馬穿越起伏重疊的山巒及一望無際的沙海，繼

而登上248級石階到火山口，俯瞰火山口噴出的縷縷

白煙，令人留下畢生難忘經驗。及後專車前往東爪哇

省歷史最悠久的「泗水野生動物園」，廣大茂密土地

上有著多種動物，如蘇門答臘虎、岩石羚羊、紅毛猩

猩及長頸鹿等。隨後前往「泗水清真寺」。清真寺建

築設計高貴華麗，在此可瞭解回教徒的五度膜拜，也

可以感受回教徒對宗教信仰是如此的忠誠。隨後專車

前往「英雄紀念塔」參觀。午餐後驅車前往泗水市區

，團友可自由購買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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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午餐 晚餐

- -

住宿 : PULLMAN JAKARTA 或同級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PULLMAN JAKARTA 或同級

特式印尼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ROYAL AMBARRUKMO YOGYAKARTA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PULLMAN BALI LEGIAN NIRWANA 或同級

當地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印尼風味燻鴨餐

住宿 : PULLMAN BALI LEGIAN NIRWANA 或同級

金巴沙灘海鮮燒烤餐

海神廟

婆羅浮屠佛塔



第一天

香港 雅加達

是日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航機飛往印尼首都第一

大城市「雅加達」，抵達後回酒店休息。

第二天

雅加達～縮影公園～蘇哈托總統博物館～獨立廣場～

民族紀念碑

早餐後，前往雅加達以南約10公里，佔地約100公頃

的「縮影公園」。在公園裡有27座亭閣，每一亭閣

代表印尼每一個省份，亭閣所使用的建材與技術，均

來自於該省份，以呈現出其傳統的建築風格。隨後到

「蘇哈托總統博物館」，館內收藏了約萬餘件由各國

名人贈予蘇哈托總統的珍貴物品，當中由中國贈送出

的「翠玉龍床」最為珍貴，絕對令您大開眼界。繼而

驅車返回雅加達，遊覽富歷史意義的「獨立廣場」及

「民族紀念碑」，紀念碑上的火炬是由24K純金打造

，讓您更瞭解雅加達的歷史。

第三天

雅加達 日惹～婆羅浮屠佛塔～門圖佛塔～

觀看皮影戲

早餐後，驅車往機場乘航機前往印尼最具古文化氣息

的城市「日惹」。日惹沾濡了印尼千年的傳統文化精

髓，使蘇丹皇宮至今仍得以成為當地日惹人文薈萃的

文化中心。其後驅車前往「婆羅浮屠佛塔」，為古代

東方的四大奇跡之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列入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這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塔分九

層，古時修行者從塔底開始神聖的修行旅程，一層層

抵達最高極樂世界，被視為朝天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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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為當代學者所讚嘆。午餐後專車前往「門徒

佛塔」，佛塔是紀念釋迦牟尼佛從出世至圓寂而建立

的，佛塔裡雕有一尊莊嚴的釋迦牟尼佛浮雕，每年六

月三日，不少信徒會徒步至佛塔參拜。及後前往觀看

活動平台享用各項水上活動，如浮潛，清澈的海水及

美麗的海中景觀必定能令你樂在其中；乘坐香蕉船(

無限次)暢遊於海上；乘搭半潛式水艇，觀賞各式熱

帶魚及繽紛的珊瑚(請團友自備泳衣)。

早•午•晚餐

住宿PULLMANBALILEGIAN NIRWANA或同級酒店。

第七天

峇里島～咖啡工藝館 泗水～鮮果世界～

婆羅摩火山

早餐後，專車往享譽國際的「峇里島咖啡工藝館」，

從而了解印尼咖啡製作過程及可品嚐咖啡之香。隨後

乘航機飛往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二十世紀初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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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果世界」。專

人帶領參觀種植各種水果，如榴槤、芒果、楊桃等，

更可品嚐時令水果。隨後專車前往婆羅摩火山，山腳

下酒店休息及享用晚餐。

第八天

泗水～婆羅摩火山(騎馬觀看日出)～泗水動物園～

回教清真寺～英雄烈士塔～海軍紀念碑

清晨專車往「婆羅摩火山」，抵達馬驛站，在導遊帶

領下騎馬穿越起伏重疊的山巒及一望無際的沙海，繼

而登上248級石階到火山口，俯瞰火山口噴出的縷縷

白煙，令人留下畢生難忘經驗。及後專車前往東爪哇

省歷史最悠久的「泗水野生動物園」，廣大茂密土地

上有著多種動物，如蘇門答臘虎、岩石羚羊、紅毛猩

猩及長頸鹿等。隨後前往「泗水清真寺」。清真寺建

築設計高貴華麗，在此可瞭解回教徒的五度膜拜，也

可以感受回教徒對宗教信仰是如此的忠誠。隨後專車

前往「英雄紀念塔」參觀。午餐後驅車前往泗水市區

，團友可自由購買紀念品。

第九天

泗水 香港

早餐後，專車送往機場，乘客豪華客機經雅加達轉機

飛返港。                                                          祝君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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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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摩火山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

住宿 : PULLMAN BALI LEGIAN NIRWANA 或同級

-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婆羅摩火山 NADYA  HOTEL 或同級

酒店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當地餐館

住宿 : PULLMAN SURABAYA 或同級

餐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