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札西德樂假期 
爪哇島日惹婆羅浮屠 婆羅門火山 深度全覽7日 

(特別入住婆羅浮圖園區內酒店，深入暢遊不設限！) 
 

 

 

 

 

 

 

 

 

 

 

 

 

億萬年來，隨著地球地殼風化、 活動，促使「火山天

國」印尼擁有超過 4500 座神秘詭譎的火山，這些火山景觀在印尼政府妥善規劃下，用保護區名義或

以國家公園形式，完整地保留了火山的莫過於婆羅火山了。印尼婆羅浮屠佛塔位於中爪哇省馬格朗

縣的克杜山谷裏，在日惹市北高區約 41 公里，遊客一般都從日惹乘車前往參觀，行程約 40 分鐘。

這座已有 1000 多年歷史佛教建築，與中國的萬里長城、埃及的金字塔和柬埔寨的吳哥窟一起，被譽

爲古代東方的地貌和自然原有的氣魄。其中最美的，邊，距的宏偉四大奇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

它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是外國遊客首選的旅遊景點之一。 特別入住婆羅浮圖園區內酒店，深入

暢遊不設限！ 

【行程內容】： 
 
◎第 1天  台北－泗水 (參考航班: CI751 14:10-21:30)一以實際訂到的航班機位為主 

早上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泗水(東爪哇)】二十

世紀初時，這裡曾是印度尼西亞群島最大的港口，此城也是印尼 13667 個群島中最大的華人城市。

泗水地名由來的另一個傳說和澳門地名由來十分相似，明末清初「漳州兵災」（鄭成功、鄭經父子抗

清：大批中國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移民來到印尼，帶來中國福建閩南民間信仰「泗洲佛祖」即「男相

觀音」來到「蘇臘巴亞」建廟供奉，保佑人們免受鯊魚和鱷魚的傷害，後來在華人語中供奉「男相

觀音泗洲佛祖」的廟宇「泗水廟」就慢慢演變為「泗水」的地名。泗水是婆羅門火山(海拔 2393m)



的門戶，為印尼第二大城市。 

餐:早-x ／午-x ／ 晚-機上餐 

住: Premier Inn 或同級 

 

◎第 2天 泗水－市區觀光－世界百大旅遊必玩之地之婆羅摩火山 

早餐後專車前往泗水市區，泗水最大也是回教徒朝拜最主要的

【回教清真寺 Masjid AL Akbar Surabaya】此寺外觀建築設計

高貴而華麗，為印尼第二大，於 1998 年完工花費 200 億印尼幣，

其主建築造型為中東式風格，一次可容納 15,000 人，水藍色的

外觀更讓您不由得的尊敬起來，在此您可以瞭解回教徒是如何

一日五度膜拜，也可以感受到回教徒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是如

此的忠誠，前往【鄭和清真寺(Masjid Cheng Ho)】參觀這個很

有中國風的小小清真寺，是為了緬懷和紀念鄭和將軍這位前程

的穆斯林，在印尼泗水建此清真寺，並以鄭和命名。對於鄭和

下西洋的故事也比較有體認。隨後前往唐人街阿拉伯區旁邊的

【安佩爾清真寺（Ampel Mousque）】是精華中的精華，如有時

間我們將前往【皮革木雕工廠】及當地土產，爾後專車前往世

界百大旅遊必玩之地之【婆羅摩火山】，抵達半山腰酒店並辦

理入住手續，晚餐於酒店內用。 

 

餐:早-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晚- (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住: Bromo HOTEL 或同級 

備註:婆羅摩火山地區位於泗水郊區；臨近並無中高級酒店提供給予世界各國遊客選擇住房，本公司與當地旅遊業者搭

配，選擇此區域地段方面與環境清雅悠閒為原則、因山區地勢高水壓低，熱水流量較小，敬請團員體諒山區偏僻之現實

狀況。 

 

◎第 3天  世界百大旅遊必玩之地(婆羅摩火山騎馬)－泗水購物商場－mojokertotk 
車站+++梭羅 

清晨專車往【婆羅摩火山】方向進行，▲婆羅摩火山 Gunung Bromo，高度只 2,393 米，周邊

地形奇特，成為印尼最多人攀爬的火山，而到這裡看日出。 

清晨約 4 點，搭乘越野車約 30 分鐘，前往 penanjakan 山的觀景台（海拔 2700m），欣賞

「婆羅摩火山」和塞梅魯火山(海拔 3600 公呎，是爪哇最高的山)，這裡是欣賞婆羅摩火

山的日出、雲海、美景最佳地點。將近 5 點，萬眾期待的破曉一刻來臨，冰冷的黑夜被曙

光劃破；由最遠最高的塞梅魯火山開始，婆羅摩火山、Batok 山，還有茫茫的沙海漸次出

現在眼前。隨著天色不斷轉變，太陽從地平線下緩緩上升，陽光打在火山錐體上的陰影便

慢慢下沉，每一秒都是攝影者眼中新的構圖。太陽升起後，搭越野車下山約 35 分鐘，前

往婆羅摩火山口下的印度廟附近，騎馬登上婆羅摩火山口（含騎馬來回費用約 US10 元）。 

徒步登上 245 級石階，登上婆羅摩火山口的邊緣，站在直徑有約 700 米的圓周上，清晰看

到火山中央不斷冒出的濃煙，夾雜著刺鼻的硫磺味道，慢慢升上廣闊盆地上的高空，火山



口所噴出的縷縷白煙，令人留下畢生難忘的經驗。（記得要帶口罩、及外套，山上清晨約

12 度 C）。 

 

當日安排參考： 

(實際狀況將依據當地導遊與領隊安排；確切出發時間需配合日出時間與當日氣候要件為主) 

03:40 出發 

05:15 左右抵達馬伕驛站準備出發(山上溫度約 5-15 度左右，建議準備防風外套，與拋棄式雨衣一

件(騎馬需拉繩為了避免造成手磨傷，且亦可禦寒，建議準備手套)  

05:20 每位旅客騎乘一匹，大伙安排就緒後陸續上路，在馬伕牽引下，路程中您將會穿越起伏重疊

的山巒及一望無際的沙海，建議你好好享受騎馬的樂趣及清晨山嵐美景與觀賞第一道曙光。 

06:10 左右陸續抵達山上(山上硫磺味有點嗆人，建議客人準備口罩) 視個人狀況自由登上 248 石階

上到火山口，亦請注意安全 

06:55 陸續下山  

07:30 返回馬伕驛站後換乘巴士 

08:00 返回飯店，安排客人享用早餐，稍事休息與沖洗 

10:50 收拾行李 / labby 集合準備下山 

11:00 出發下山 

11:00-14:00 返回泗水市區使用午餐 

14:00-泗水購物商場 

體驗了婆羅摩火山神秘的行程後，下山返回泗水市區，享用午餐後前往泗水購物商場購買當地商品，

傍晚時分專車前往搭乘 17:39-20:52【當地火車體驗】，途經 jombango-nganjuk-madiun 等車站。沿

途欣賞爪哇鄉村風光。梭羅(Solo)，位於梭羅河畔。為眾多華人聚居的印尼城市之一。 

餐食：早-飯店內早餐 ／午-(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晚- 火車便當餐食 

住: Best Western HOTEL 或同級 

備註:(返回泗水市區半路上所使用午餐；此地區並無高級豪華餐廳提供世界各國旅客使用；本公司

已安排當地最優良之餐廳，敬請團員體諒現實環境之狀況) 

 

◎第 4天 梭羅(森吉蘭早期人類遺址)- 日惹－MENDUT TEMPLE(門圖佛塔) －PAWAN 
TEMPLE(巴旺佛塔) －世界七大奇蹟(婆羅浮屠佛塔) 
梭羅是印度尼西亞獨特的城市之一，有著源源流淌的梭羅河、

極具地域特色的美食、雄偉的皇宮等豐富的旅遊資源。作為梭

羅王室的家鄉，梭羅以梭羅科裏頓皇宮著稱。窄窄的街道兩旁

是古老的爪哇融合歐洲風格的建築；如今，依舊有著堅固城墻

的壯觀皇宮靜靜地訴說著曾經全盛時期的輝煌以及古老而神

秘的國王及其親眷生活的歷史。 

參觀桑吉蘭早期人類遺址 Sangiran Early Man Site，世界遺產

之一。桑吉蘭地區的地質與地層涵蓋了從上新世晚期到近代約

200 萬年的歲月。此地先後發現了五十種化石，包括遠古巨人、

猿人和直立人，佔世界已知原始人類化石的一半。一些新石器時

代之工具的出土，顯示出人類及其祖先已在此居住與活動了至少 150 萬年，使桑吉蘭成為了解和研究人

類進化論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前往【PAWAN TEMPLE-巴旺佛塔】與【MENDUT TEMPLE-門徒佛塔】佛塔是紀念釋迦牟尼佛從出世到圓

寂所建立的佛塔裡面雕有一尊莊嚴的釋迦牟尼佛浮雕每年六月三日信徒會徒步至佛塔參拜。爾後前

往【婆羅浮屠佛塔】譽為古代東方的四大奇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

外國遊客首選的旅遊景點之一。建在山谷平地中的山丘上，它遠涵青山，近擁碧翠，周圍景色十分

壯麗。其東南方向的墨拉比火山，海拔 3150 米，高居於群山之上，雄偉無比。登臨塔頂還可望見煙

波茫茫的印度洋海面，令人眼開胸闊，心曠神怡。這世界七大建築奇景之一上，更顯出它的磅礡氣

勢與令人嘆為觀止的宏大，塔分九層，古時修行者從塔底開使神聖的修行旅程，一層層抵達最高極

樂世界，被視為朝天殿，整座佛塔佈滿美麗的浮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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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 Manohara Hotel 可自由參加隔日 婆羅浮屠日出活動(費用請當場諮詢) 

餐:早-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晚- (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住: Manohara Hotel 或同級 

 

◎第 5天  
日惹(中爪哇)－世界七大奇蹟(婆羅浮屠佛塔)－世界文化遺產之(普蘭巴那印度廟) 
－CANDI PlAOSAN 寺－皮影戲   

婆羅浮屠自由參觀及享用悠閒的早餐後，隨後驅車前

往被譽為爪哇最美麗的興都廟古蹟同時也是世界文化

遺產之【普蘭巴那寺】，這座宏偉的寺廟因其所在地而

得名，當地居民稱之為羅婁容朗寺或苗條淑女寺，是

印尼最大最美的印度寺廟。本寺位於日惹東方 7 公里

處，傳說建造於 19 世紀中期巴里動瑪哈桑布國王時

期。寺內裝飾在欄杆上的浮雕，彷彿是在無言地訴說

聞名的拉瑪雅娜神奇的傳說。【塞武寺 (Sewn Temple) 】 離普蘭巴南神廟，步行約 15~20 分鐘的路

程。因未做修砌，故有蕭瑟之感，當然也別具特色。佛廟入口兩邊各有一個大肚神，說其作用類似

招財貓，用來迎賓之意。廟堂內大多有佛像，雖多殘破，但可賞玩之處也不少。儘管沒有普蘭巴南

寺的壯觀，也沒有其知名。相反的，塞烏有的是不同於普蘭巴南的寧靜與精神，佛教寺廟的遺跡屬

世界遺產。塞武寺建造年代比普蘭巴南寺更早一個世紀。它的整體結構採前後、左右對稱，是一個

眾多廟宇的組合體；據當地的傳說，這裡原有 999 間，因此又有『千廟』之稱。 

【Candi Plaosan 寺】  (Candi Plaosan Lor) 就在普蘭巴蘭西北約 1 公里處，是 Sanjaya 皇朝的 Sri 

Maharaja Rakai Pikatan 在 9 世紀 (825-850 年) 為他的皇后建造的寺廟。此皇帝也同時建造了婆

羅浮屠和 Candi Sewu。寺廟群由 174 個小型建築，116 佛塔和 58 神龕所組成。許多建築有銘文，表

示此為 Pikatan 的避難所，作為禮物送給寺廟。隨後返回市區餐廳享用晚餐，晚餐後特別安排前往

觀看日惹最有名的傳統表演【皮影戲 WAYANG KULIT SHOW 】又稱影子戲或燈影戲，爪哇皮影是個相當

成熟的劇種，即使語言不通也能從中領略樂趣，在日惹的皮影戲有印尼“國粹”美譽，然而皮影戲

顧名思義其演出是利用燈光把獸皮或紙板所製作而成，人物剪影照射在白色的影幕上，以表演故事

的戲劇，來到印尼豈能不看最具代表性的皮影演出呢。隨後返回酒店休息。 

 

餐:早-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晚- (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住:Indolux hotel 或同級 

 

◎第 6天  日惹蘇丹皇宮－水晶宮－Malioboro 自由逛 ―泗水 參考航班(JOG/SUB 
20:10-21:00) 
早餐後，隨後專車前往【日惹皇宮】宮內的每一廳堂、庭院、一草一木都有其象徵意義，宮內也不

時能看到著傳統服裝、腰配短劍的侍衛穿梭來去，親切的與遊客聊天拍照，讓人進入其內都不免產

生對皇家歷史的神往與浪漫想像。日惹沾濡了印尼千年的傳統文化精髓，使得蘇丹皇宮至今仍得以

成為當地日惹人文薈萃的文化中心。午後前往【水晶宮】(Taman Sari)；是第 1 代蘇丹到第 6 代蘇

丹的冶遊之所，當時的蘇丹可從水道由皇宮坐小船到水晶宮來，水晶宮用現代的話說，也就是皇家

的高檔游泳池。花團錦簇間半邊是嬪妃們的大浴池和戲水池，半邊是宮廷男性的泳池，男男女女可

以分別各在一邊杯觥交錯，不過只有蘇丹一人可以高踞小塔之上一覽浴女春色，同時，考慮考慮今

晚要和哪一個一起度過。隨後帶領團員前往【Malioboro 自由逛】這條街什麼都有，是日惹的第一條

街，歷史悠久，鋪頭集中，故亦是日惹最旺的一條街，非常熱鬧。吃穿用的什麼都有。弄間有許多

獨特民俗手工藝品與傳統服飾、ㄒ恤、個性小商店、特色餐廳•••等，彷如台灣的墾丁大街般，

極具南洋風、熱鬧非凡。夾雜著街頭藝人以木製樂器或烏克麗麗表演，討些觀光客的青睞小費，走

走逛逛，好像進入台灣 70 年代的小街、小店中，別有一番懷舊風情。也有些旅客會自費搭乘當地馬

車繞一繞，看到馬車、人車集聚於路上的特殊景觀。來到日惹，有空別忘了到此一遊喔！【賈許 KOPI】

當地又稱之為貓飯，傍晚之後街道兩旁攤販與客人開始聚集，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景觀，下課時間許

多大學生總喜歡聚集於此，點了一包飯少料少的美食相當經濟實惠，像是給貓吃的一樣少少的故當

地人稱它為貓飯，因為當地人總是點了飯以及一杯木炭咖啡，所謂的賈許咖啡是因為將那火紅的木



炭丟進熱騰騰的咖啡之中，發出的聲音因此又被稱之為賈許 Kopi，一份貓飯一杯咖啡，奇特的端著

過馬路變席地而坐，與好友們一起吃、一起喝咖啡談笑風生，不也是美好時光呢！〈※賈許咖啡&貓

飯，為當地人的一種生活與飲食型態，帶貴賓們前往當地最熱鬧的商區逛逛，至於是否要體驗一下

賈許咖啡或貓飯，就看個人是否要自費品嚐囉！〉沿街有不少賣唱的街頭樂隊，成員大多是少年，

他們用的是爪哇傳統的竹樂器。逛後返回酒店休息。 

 

餐:早-飯店內自助早餐 ／午-(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晚- (中華料理/印尼料理) 

住: Premier Inn 或同級 

 

◎第 7天 泗水－台北 參考航班: CI752 泗水/桃園 0605-15:00 以實際訂到的航班機位為主 
晨喚後，我們將揮別印尼，爾後前往機場由專人辦理手續離開泗水並辦理出境，搭乘早班機返回台

北。今日午後抵達桃園機場，在親友的歡呼聲中結束難忘的爪哇全覽之旅。 

餐食：早- O (飯店早餐盒) ／午- O (機上套餐) 
 

(行程有時會因航班.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請遊客依據當地導遊.領隊安排為主.

敬請見諒多加配合) 

 

本 行 程 限 定 最 低 出 團 人 數 ： 10 人 以 上 成 行  

※ 本 行 程 最 低 出 團 人 數 為 10 人 以 上 (含 )； 最 多 為 40 人 以 下 (含 )。 團 體 達 16 人 以 上 ， 台 灣 地 區 將 派 遣 合 格 領 隊

隨 行 服 務 。  

團費含: 

1. 經濟艙來回團體國際機票  2.火車票  3.國內機票  4.  兩地機場稅、燃油費  5. 行程表中註明之

飯店住宿、餐食、行程、車資、門票。  6. 團體保險 7.車上提供礦泉水 

 

2.團費不含:   

1.護照新辦之工本費用 TWD 1500/本  

2.床頭與行李小費(USD:1 元或 RP:10,000 元)  

3.其他服務人員必要之小費如:SPA(USD:2 元或 RP:20,000 元)+火山馬伕(USD:5 元或 RP:50,000 元)等依    

據當地服務人員收費為主)   

4.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USD 10 /天 
 

注 意 事 項 ：  

※行程之操作，以團體機票作業為主，出團人數最少不能低於 10 人 (大人 )。  

※國內線航班時間，須視航空公司確認之航班時間為準。 

※國內線航班，若因天候與航空公司班機調度之不可亢力因素，會做行程上的調整，盡量以不減少行程為主。 

※卡單間 (例如３人報名)，第三人必須選擇加床或補單人房差。 

※婆羅摩火山山區，因早晚溫差較大，請視個人身體狀況，隨身攜帶防寒外套或防風衣保暖。 

※婆羅摩火山觀日出，山上溫度約攝式 5~15 度左右，請務必穿著保暖衣褲。為方便騎馬上山，請務必穿著長

褲 +舒適便鞋〈球鞋〉。 

※騎馬需拉繩，為免造成手磨傷且可禦寒，建議準備手套。 



※建議您攜帶口罩，有時火山上硫磺味或火山灰會有點嗆。 

※入清真寺，注意不可穿著無袖、短褲和短裙入內，並保持肅靜。 

※請自備牙膏、牙刷、個人用品或折傘，以防午後陣雨，亦可遮陽。 

※衣著：當地氣候炎熱，平均溫度攝氏 27-32 度，但早晚氣候多變化及山上因早晚溫差大，請攜帶保暖外套。 

※時差：泗水、雅加達、日惹  較台灣慢一小時。 

※國際電話撥話方式： 

   印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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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台灣國際冠碼 (002)+印尼國碼 (62)+泗水區域號碼 (31)+電話號碼。 (台灣行動電話可在印尼當

地使用，但因電信公司不同，請先與電信公 

                       司洽詢 )。  

※支付小費是一種國際禮儀，以下為建議小費： 

    a.16 人以上，派遣台灣領隊隨團服務。領隊、導遊小費： USD10 元 /每人每天。 

    b.火山馬夫小費每人約印尼盾 50000 盧幣 (或大約 USD5 美金 )。  

    c.房間小費每日每房約美金 $1 元（ 10000 盧幣）、行李小費每次每件約美金 $1 元（ 10000 盧幣）、以及不含

其他純係私人之消費（如電話費、洗衣費等）。 

       印尼錢幣單位是盧比（ＲＵＰＩＡＨ），美金旅行支票在當地匯率較低，盡量使用美金現鈔。 

※泗水地區或婆羅摩山區，飯店間數有限，若出發日期遇飯店滿房時，將改住同級飯店。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籍）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須另行報價或補報價差額。  

※本行程餐廳若遇餐廳公休，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資料

內所附之正確行程。 

※為了行程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

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車、   

   船•••等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 

札西德樂假期  札西德樂國際旅行社  02-25061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