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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印尼記憶之所：印尼安縵七日特別團6 16.

境外之地：不朽的印尼安縵

這是一個巔覆所有印尼記憶的地方。諸如峇里島之類聞名於世的景點，有著太多熱鬧的民藝品店、川流不

息的遊客、不間歇的休閒娛樂。但如果期待一趟尋找身心平和的旅程，請到我們心目中的安縵經典之作：

印尼中部爪哇島叢林深處的 Amanjiwo。得天獨厚的 Amanjiwo 位在爪哇島內陸深處，咫尺眼前矗立著世

界文化遺產的婆羅浮屠（Borobudur，「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浮屠」）：一座長寬各百餘公尺、

超過千年歷史的巨型佛塔，上百萬塊巨石的壯闊如今隱身叢林荒堙，其謎樣風貌極為吸引旅人。而這座度

假村建築風格與婆羅浮屠的絕妙組合，彷彿讓旅客享受歷史長河的動人詩歌，刻劃出深刻而雋永的記憶。

相對於此的是峇里島外海、可謂與世隔絕的莫憂 (Moyo) 島，典型的熱帶天堂、卻無遊客喧囂。為了保護

這片淨土，Amanwana 除了以簡單樸實的建築設置，盡量減低對環境的衝擊外，並全力投入島上的生態

保育工作，甚至每年支付可觀的回饋費用以確保此島周邊沒有其他遊客進入，在此完全保有自然生態與

靜謐空間讓住客享受：您可獨自擁有美麗的海灘、叢林中的瀑布水池、條件絕佳的浮潛與潛水。

什麼樣的旅館？

Amanjiwo 的建築師運用婆羅浮屠的建築量體建構出整體風格，無論是立面大塊石牆、鐘狀屋頂、梯田般

逐步下降的 villa 群，都讓人印象深刻。而絕妙之處為既方且圓的佈局，在大部分區域舉目即見婆羅浮屠

建築，從日出到黃昏都讓住客享受絕佳視野。隱身叢林無車馬喧的 Amanjiwo，但見時空在此停止。以私

人庭園與泳池的別墅為例，您可在專屬泳池畔發呆亭下的臥榻伴著輕風無塵，或在 Villa 後院的露天石頭

浴缸洗去一身煩憂。Amanwana意指「和平之森」，這座隱蔽的世外桃源位於莫憂島西岸的小海灣叢林中。

面積 350 平方公里的莫憂島由於難以抵達，除了全島數千居民外，幾乎沒有外來訪客，直到 1993 年安縵

渡假村在此開幕。在靜謐的熱帶雨林裡，除了客居此處的您，還有猴子、麂、野生黃牛和各種珍稀鳥類

和蝴蝶以這座叢林為家；為了不破壞這美好的純淨綠貌，安縵特別營造了一種野營的質樸氛圍，僅打造

二十座舒服的帳篷式度假小屋，讓訪者與自然平和共處。



航班建議

渡假村眺望弗羅雷斯海保護區，海域內擁有豐富物種和全世界最古老的珊瑚礁群，於 1986 年時印尼政

府在此建立了海洋保護區，保護碧海之下神祕多彩的仙境，因此也成為全印尼最佳的潛水地點，適合

深潛及浮潛活動。這裡二十座所謂的「帳篷」，其實擁有實心牆壁與珊瑚地基支撐、防水屋頂遮蓋，

天花板則是帆布結構。內部 58m2（17.5 坪）的空間擁有空調系統、大片玻璃窗、實木地板與現代化

的寬敞浴室。渡假村的設施包括：圖書室、森林中的音樂室、濱海休憩區（提供免費浮潛、風帆、獨

木舟器材）、淡水游泳池、潛水中心、叢林中的按摩 Spa 洞窟等。最為老饕們稱道的是，菜單上每天

專屬漁船於附近海域捕獲的新鮮龍蝦、干貝、海魚，讓人欲罷不能。

6/ 16
6/ 16
6/ 19  
6/ 22

08:45 - 13:10 
16:20 - 17:35
16:15 - 18:40
15:40 - 21:05

台北 TPE － 雅加達 CGK
雅加達 CGK － 日惹 JOG
日惹 JOG － 峇里島 DPS
峇里島 DPS － 台北 TPE 

（航程 05 小時 25 分鐘）

（航程 01 小時 15 分鐘）

（航程 01 小時 25 分鐘）

（航程 05 小時 25 分鐘）

（六）中華航空 CI 761
（六）印尼航空 GA 214
（二）印尼航空 GA 252
（五）中華航空 CI 772

團費 NT$ 239,000，包括華航商務艙含中段經濟艙專案機票與稅兵，以及 Amanwana 專機機票

餐廳   ♥粗茶淡飯  ♥♥入境隨俗  ♥♥♥高級餐廳  ♥♥♥♥米其林一星水準  ♥♥♥♥♥二星水準以上

旅館   ♥勉強過夜  ♥♥簡簡單單  ♥♥♥中規中矩  ♥♥♥♥舒舒服服        ♥♥♥♥♥住進去不想出來

計畫特色

安縵特別提供異數風格的獨家六夜優惠方案，造訪安縵在印尼

的五座渡假村中最難抵達、卻別具特色的兩座，並包含所有度

假村內餐食、精選活動、星空惜別 BBQ 以及精選的各項文化體

驗活動。從峇里島前往 Moyo 島更以專機來回解決交通問題，

捨去艱辛的轉機與長途跋涉，最大化在Amanwana享受的時間。

包括

行程內容中包含的午晚餐（不含酒精性飲料）、安縵六夜住宿含早餐、交通、門票、洗衣服務（不含乾

洗），服務費與稅金，以及導遊司機行李小費，二人一室每位成人團費如上述。本公司領隊照例不收小費。

華航商務艙專案機票含印尼航空中段經濟艙、以及Amanwana專機，若華航國際段早去延回即機票自理，

團費可扣 NT$ 25,000。

異數風格貴賓禮遇

1.  每人一次爪哇式按摩 60 分鐘。    2.  專屬海灘 BBQ。    3.  安縵經典夕陽遊船。

不包括

中段印尼航空升等商務艙加價 NT$ 10,000（商務艙僅有 12 席、訂完為止）。

全程入住單人房加價 NT$ 100,000。三人同房，每人團費可扣 NT$ 20,000；12 歲以下孩童另行報價。

新辦護照、床頭小費、行程未列的餐食與活動等私人消費。Amanjiwo 升等婆羅浮屠景觀私人泳池套房 3
夜，兩人一室每人加價 NT$8,000；Amanwana 升等海景帳篷 2 夜，兩人一室每人加價 NT$ 6,000。



包機行李限重

每架飛機限乘 8 位，隨身行李限重 15 kg，其餘行李將寄放在 Amanusa。

訂金與取消條款

每位付訂 NT$ 50,000 以確認包機和旅館。由於包機公司及安縵團體訂房取消條款嚴格，付訂後取消訂

金將無法退還。出發前一個月須收取全額團費。

城市     住宿     機場         飛行           包機

詳細行程 BLD 表示團費包含的早午晚餐

Day 1 6/16週六D宿爪哇

搭乘華航班機經雅加達轉機，於傍晚時分抵達日惹機場，

專車接機前往入住 Amanjiwo（45km/1.5hrs，243 m² 婆

羅浮屠套房宿三夜）。好好休息、慢慢欣賞堪稱安縵經典

之作的 Amanjiwo 與婆羅浮屠渾然天成的建築之美，晚間

請各自至餐廳享用晚餐。在我們的婆羅浮屠套房以及餐廳

的任一角落都可看見矗立正前方的婆羅浮屠壯觀景色。

Day 2 6/17週日 BLD宿爪哇

爪哇叢林朝日喚醒身心靈，悠閒起床享用早餐，上午及下午可自由擇一活動參加：A) 乘馬車造訪附近鄉間，

以慵懶方式探索真正的爪哇純樸風情（此活動一次最多九位 / 三座馬車）或 B) 跟隨嚮導騎腳踏車拜訪爪

哇村落，了解當地傳統陶藝精湛的工藝。或 C) 在 Menoreh Hills 健行，由安縵嚮導帶領您親自拜訪安縵渡

假村後山的粗獷叢林，這裡奧妙的地質是由石灰岩所形成，植滿爪哇當地居民深信有療效的藥草材，而您

可能也會被熱情的爪哇人邀請到家中喝杯香草茶。之後前往河畔、享用安縵精心安排的午餐野餐，在一處

美麗寧靜的私房天地間，我們先造訪當地藝術家 Pak Sony 的小屋與創作，讓藝術與美好的大自然充實心

靈之餘，並享用 Amanjiwo 別出心裁的野餐體驗。下午返回飯店自由活動，晚間請各自至餐廳享用晚餐。

今天要早起前往婆羅浮屠頂觀日出，先來點爪哇咖啡、新鮮

果汁及簡單的麵包與果醬墊墊肚子，然後在晨光熹微中進入

婆羅浮屠（3km/10mins），攀登佛塔頂迎接日出。坐在最

佳位置觀賞大自然呈現出最美麗的光影變化，太陽昇起後則

由導遊帶領解說，欣賞雕工精細表情栩栩如生的石刻壁畫。

Day 3 6/18週一 BLD宿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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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返回飯店休息、享用早餐。如有興趣，早餐

後可前往當地仕紳 Dr. Oei 的私人寓所及美術館

（20km/0.5hr），入內欣賞他所收藏的藝品與現

代畫作，還有當地新銳藝術家的作品。下午自由

活動。今夜來到以當地石灰岩雕砌的泳池俱樂部，

只見開闊的視野無限延伸至兩座火山及梯田，玫

瑰花瓣和馨香繚繞迎接我們，就座於俱樂部中，

一面吹著涼風習習、一面享用皇室等級惜別盛宴：

這是只有安縵能夠創造的極致體驗。

Day 4 6/19週二 BLD宿峇厘島

悠閒早餐後，乘車前往造訪普蘭巴蘭印度教遺址

（55km/1.5hrs），其建造歷史可追溯至西元八至十

世紀，由八座主廟和 250 餘座孤立的小殿組成，放

眼氣勢磅礡的印度教尖塔建築群，讓人感到全然的

震撼，無疑與婆羅浮屠並列爪哇島的兩顆明珠。隨

後前往日惹機場（10km/20mins），搭乘國內線班

Day 5 6/20週三 BLD宿莫憂島

今日搭乘安縵專機前往位於印尼外海 Moyo 島上的

Amanwana，65 分鐘航程飛越美麗海域、降落少

有人煙的 Moyo 島。偌大的島上絕大多數均為原始

叢林地，四周呈現極原始的叢林和各種野生動物！

來到這裡入住 Amanwana（58 m2 叢林帳篷宿二

夜），盡情體驗宛如野營般的淳樸原始生活樂趣。

黃昏搭乘安縵的遊船出海，在星光下享用雞尾酒與

點心，然後返回度假村餐廳晚餐。

機飛往峇里島。傍晚抵達峇厘島後由專車接往前往Nusa Dua區（14km/0.5hr），入住Amanusa Villa（60 
m² 別墅套房宿一夜），今晚我們特別安排峇里島當地小宴，為印尼旅程增添一絲風情。

Day 6 6/21週四 BLD宿莫憂島

Amanwana 周圍海域海水清透、生態豐富，而且

擁有七彩珊瑚礁，成千上萬的熱帶魚群和各類海底

生物在此悠游，今日我們分 AB 兩組，分組於上午

及下午體驗叢林瀑布探險，乘船出海後換搭吉普車

造訪幾座瀑布流瀉而成的美麗水池，悠閒地在此游

泳泡水。其他空閒時間如有興趣也可另外加價體驗

Amanwana 經典活動：出海浮潛，浸淫在潛水者的

天堂。晚間則好好享受沙灘 BBQ 晚宴。

Day 7 6/22週五 B

早上悠閒自由活動午前退房，搭乘安縵專機前往峇里島機場轉機回國，當天晚間返抵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