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輕奢華Nanuku・夢幻斐濟 七天五夜 

   

 
旅遊 

地區 

斐濟 本島 7天5夜起（可續住） 

人數 
二人以上成行 - 每人 NT$95,500 元起（已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 

☆【斐濟】☆  

    斐濟位於南太平洋，由３３３個熱帶雨林島嶼組成，終年氣溫維持在攝氏２２～３０度，氣候宜人

舒適，屢獲「世界十大蜜月勝地」、「世界軟珊瑚之都」、「世界十大必遊海灘」等美譽。迎風搖曳的椰子樹、

純淨的海洋、細白的沙灘、獨特而豐富的南島文化以及熱情友善的居民，深受全球旅人喜愛，更是歐美人

士嚮往的度假天堂。 

行程 

特色 

 二人即可成行，遊遍斐濟著名景點。 

 飯店可續住，天數可延長，彈性規劃自己的假期。 

 可延長旅遊地至香港。 

 貴賓迎賓服務（貝殼項鍊 / 貼心毛巾 / 斐濟水）。 

 華語導遊接機服務。 

 住宿豪華級飯店。 

 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飯店致力於現代奢華與傳統風情的相互融合，唯一的目標，只為打造

一個讓每位客人銘記一生的完美旅行！不論任何房型，每間房配有自己專屬的 Club Car提

供旅客自駕，並提供 Villa Mama、Buddy免費管家服務。全包式的餐點一點也不馬乎，每

道餐點都經過主廚精心料理，美味程度總是讓旅客感到驚艷！度假村坐落在美麗寧靜的太平

洋港灣區，擁有３公里潔白沙灘，適合做水上活動，客人可以免費進行皮划艇、立式單槳衝

浪、帆船、導遊帶的浮潛等無動力活動等水上體育活動。度假村還提供兒童照顧服務。 

 希爾頓斐濟海灘度假村：奢華的Hilton Fiji Beach Resort度假村擁有理想的濱海位置，遊



 

 

客可盡享 1.5公里的私人海灘，享受斐濟的陽光，海水和沙灘的天堂。盡情享受放鬆身心的

按摩，俯瞰大海，或體驗一整套屢獲殊榮的 Pevonia概念治療。這裡除了秉承希爾頓微笑服

務的傳統，酒店現代化舒適的硬體設施，更是將斐濟文化融入進來，讓客人體驗酒店生活，

也更真切的感受斐濟原著文化。 

航班 

參考 

 

出發日期 航空 航班 起程地 到達地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停留點 

每天 CX 421 桃園 香港 11：55 13：55 直飛 

每周 

一三四六日 

FJ 392 香港 楠迪 16：55 07：05+1 直飛 

每周 

一三四六日 

FJ 391 楠迪 香港 08：20 14：50 直飛 

每天 CX 400 香港 桃園 16：15 18：15 直飛 
 

報價適用 

出發日 

 即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 

加價 

 訂位艙等高於原票價艙等，會有不同加價。 

 不含特旺季的飯店加價。 

 如遇寒暑假旺季/週末/展覽會議/賽事特殊期間或保留房用罄時，將以訂房回覆金額為準；保證

住房規定可能不同，請注意！ 

 

包含 

內容 

< 機 票 > 

1. 國泰航空 台北／香港／台北，經濟艙機票 

2. 斐濟航空  香港／楠迪／香港，經濟艙機票 

< 飯 店 > 

3. Nanuku Auberge Resort Beachfront Spa Suite 倆人一室二夜（含飯店內三餐） 

  房型如欲升等 Beachfront Pool Villa，每人加價NT$6,400元 

4. Hilton Fiji Beach Resort & Spa Studio Beachfront 或 Garden View 倆人一室三夜（含早餐） 

  房型如欲升等1 Bedroom Garden View，每人加價NT$3,000元 

       1 Bedroom Beachfront，每人加價NT$3,600元 

< 其 他 > 



 

 

5. 楠迪機場至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專車”接送服務 

6. 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至 Hilton 飯店”專車”接送服務 

8. Hilton 飯店至楠迪機場接送服務 

9. 華語導遊" 接機 "服務. 

10. 贈送：南海島一日遊. 

10. 旅行業責任險（200萬意外 + 20萬意外醫療）. 

不含 1. 飯店如有升等其它飯店或房型的加價費用。 

2. 護照（新辦 NT$1,600）。 

3. 餐食費用. 

4.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費用。 

5. 導遊小費每人每次 USD8 元。 

特別 

贈送 

1. 斐濟導覽手冊. 

2. 斐濟轉接插頭一個. 

蜜月禮 蜜月客人憑三個月內喜帖加贈： 

  Pure Fuji 保養品組一組。 

 

 

 

注意 

事項 
1. 每周一三四六日出發，至少需" 二位成人 "以上同行出發，並同住一室，單人一室需補單房差。 

2. 以上報價效期至2016/12/31止住宿完畢有效。 

3. 如預定完成為不同艙等需補價差。 

4. 訂位艙等：CX_S/S，FJ_V/V，不同艙等需補票差，以正確姓名訂出計價為準！ 

（艙等可能變更）。 

5. 斐濟航空訂位後，最遲三天內須開票；機票開立後，更改航班日期每次需收取罰金及手續費共

NT$3,500 元及如有之艙差及稅差，並須於更改記錄後 24 小時內更改機票。（更改訂位時航空公

司是以更改存檔次數收取罰金，請務必於原記錄中取消及新訂位兩個步驟同步作業，請確定好

日期再做修改，以免被收取不必要之罰金） 

6. 機票一經開立不可辦理退票。 

7. 如欲升等商務艙（Z 艙），每人全程加價 NT$50,000 元。 



 

 

8. 回程如需停留香港只需補稅金每人 NT$800 元；另敝公司可代訂香港飯店、門票及行程。 

9. 飯店空房狀況確認需以訂出回覆為準！ 

10. 續住原套裝 

本島 Nanuku Auberge Resort費用每晚每房NT$36,000元（含稅及三餐）； 

丹娜勞 Hilton Fiji Beach Resort費用每晚每房NT$10,000元（含稅及早餐）。 

11. 確認訂房請預匯作業金，飯店確認後直接轉為訂金；尾款最遲請於出發前14天前付清，謝謝！ 

12. 贈品送完為止，可能以其他贈品替代，請見諒！ 

13. 如去程班機抵達日期與敝公司安排之飯店入住(check in)日期不同，視同旅客自願放棄接機服

務，且無法退費。 

14. 如回程班機離境日期與敝公司安排之飯店退房(check out)日期不同，視同旅客自願放棄送機服

務，且無法退費。 

15. 贈送之行程為合車旅遊方式。 

16. 套裝天數皆可延長，只需再加上飯店續住費用即可。 

17. 飯店一經訂出回覆確認後，不可要求取消退費，若變動則沒收訂金全額。 

18. 套裝所贈送之行程，如不參加視同自動放棄，不可要求更改行程或取消退費。 

19. 斐濟部份飯店於訂房回覆時，可能通知須額外加價，金額以訂房回覆為準。 

20. 斐濟飯店床型皆可幫旅客需求備註，但無法保證，請見諒。 

21. 此促銷案不得與其他優惠方案合併使用，謝謝！ 

 

 

 

 

 

 

 

 

 

 

 



 

 

[ 行程預排如下，實際順序以正確訂到航班日期及當地導遊安排為準 ] 

第一天 台北／香港／斐濟楠迪 

  將墨鏡、比基尼、防曬乳、遮陽草帽等收進行李箱，毫不猶豫地出發，搭上飛機前往國際換日線的最前端，到

斐濟去擁抱陽光吧！ 

 

＃貼心小提醒：除了攜帶夏日涼爽衣物，建議您也務必備上一件長袖上衣，以備於參訪傳統村落時穿著。另外，千  

       萬別忘了攜帶防曬乳與防蚊液噢！ 

 

【斐濟 Fiji】 

    斐濟擁有壯麗的島嶼，細白的沙灘、迎風搖曳的椰子樹與最純淨的海洋，被譽為熱帶島嶼天堂中的天堂；但斐

濟最為人所樂道的特色，其實不是活動或景點，而是斐濟人天真燦爛的微笑、慷慨好客的態度、悠閒樂活、慢活的

生活風格，再加上熱情洋溢的歡迎（Bula！），才是最讓人感動、難忘的特色！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 

住宿：機上 

 

第二天 楠迪－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 

  華語導遊接機後專車送貴賓前往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 

    Nanuku 渡假村就坐落在海灘前，設有帶私人游泳池的客房、旅遊諮詢台和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客人可以免費進

行皮划艇、立式單槳衝浪、帆船以及潛水等水上體育活動。度假村還提供免費的管家服務和兒童照看服務。 

    住處設有空調、可欣賞大海美景的私人天井以及可收看電影和本地與有線頻道的平面 IP 電視。私人浴室配有柔

軟浴袍、人字拖、吹風機和免費洗浴用品。 

    Lomana Spa and Wellness Centre 中心提供帶私人教練的健身中心、美髮沙龍、圖書室和遊戲室。度假村內的

旅遊諮詢台可以為客人安排各種當地觀光遊覽行程和潛水、漂流及水上摩托艇等活動。 

    The Kanavata 餐廳供應美味的當地和國際菜餚，是客人與朋友小酌放鬆或享用餐點的理想選擇。Wai Pool Bar

池畔酒吧則供應清涼的飲品或雞尾酒。 

早餐：X  午餐：渡假村內   晚餐：渡假村內 

住宿：Nanuku Auberge Resort 



 

 

 

第三天 飯店內自由活動 

 

1)   擁有私人沙灘 

2)   斐濟傳統迎賓儀式及迎賓飲料 

3)   飯店免費 Wifi 

4)   全包式à la carte 主廚精緻三餐+飲料 

5)   每房提供 Club Car 代步車自駕 

6)   每間房均配備私人管家，隨時為您服務 

7)   酒店提供全套 Pure Fiji 洗浴及護膚品 

8)   免費斐濟水、意式咖啡及無酒精飲料 

9)   住房小禮物 

10)  晚間酒吧的歡樂時光 

  

  

 



 

 

   

早餐：渡假村內  午餐：渡假村內   晚餐：渡假村內 

住宿：Nanuku Auberge Resort 

 

第四天 納努庫奧伯吉渡假村－丹納橈 

  專車接往 Hilton 飯店 Check in。 

丹娜勞為斐濟碼頭區上最熱鬧的地方，也是搭船前往所有離島飯店的出發點，就像台灣的淡水老街一樣，上下船的

人潮引來了許多商店在這駐點，漸漸地這裡變成了一個小小商區， 各式各樣的餐廳在這裡一個個蓋起來，其中還包括

知名連鎖餐廳 Hard Rock；除此之外，也有很多衝浪品牌、潮流服飾都可以在這裡看到，熱鬧的碼頭區，到了黃昏傍晚

時還會有定期的表演，可以看到傳統的斐濟音樂演出、印度舞，也不時有藝術展或廚藝展，您可以在這小小的碼頭裡，

看到濃縮版的斐濟！ 

 

  

 

 

 

早餐：渡假村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ilton Fiji Beach Resort & Spa 



 

 

 

第五天 南海島一日遊 

 

★南海島一日遊 South Sea Island（含午餐） 

  從丹娜勞出發，乘坐高速雙體船僅 30 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被晶瑩剔透的海水和色彩繽紛的珊瑚礁圍繞的無人

島。之後，就請盡情享受屬於您的小島和豐富的活動吧！相信您肯定會為先玩甚麼而難以抉擇！ 

    您可以體驗浮潛、帆船、皮划艇、按摩，或者只是慵懶的在沙灘上。這是為數不多的在退潮時還可以輕鬆接近

大海的小島之一。 

    在島上有數不勝數的活動等您參加！體驗暢快淋漓的浮潛，參與豐富多彩的水上運動，還可以乘坐半潛船飽覽

壯觀的珊瑚和海底世界。之後還可以享用美味的 BBQ 午餐、斐濟啤酒（1〜2 杯）和免費的飲料。 

 

 

 

 

早餐：飯店內  午餐：BBQ 自助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ilton Fiji Beach Resort & Spa 

 

第六天 飯店內自由活動 

  豪華的斐濟希爾頓沙灘酒店（Fiji Beach Resort & Spa by Hilton）設有 1.5 公里的私人海灘，提供帶落地窗的寬

敞客房，擁有一個日間 Spa 和 7 個游泳池，其中包括一個無邊泳池和一個成人游泳池。 

  Hilton 經營的 Fiji Beach Resort & Spa 酒店距離 Nadi 和 Denarau Golf and Racquet Club 高爾夫球及網球俱樂

部 8 分鐘車程。 

  所有的客房均配有豪華的裝潢、平面有線電視和 DVD 光碟機。每間客房均配備了空調；大部分的客房還享有壯

麗的海景。客人可以在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鍛煉身體或者在度假勝地的跑道跑步。當地活動包括釣魚、小型高速滑

艇和滑翔傘運動。 

 

  奢華的建築外觀及房間，充份的展現出國際五星級酒店的魅力。Nuku 餐廳供應斐濟特色菜和國際菜肴，Maravu

餐廳則供應泛亞洲菜肴並享有壯麗的水景。L’Epicier 咖啡廳提供一系列的意式特濃咖啡、糕點和霜淇淋。 

 



 

 

  

 
 

早餐：飯店內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Hilton Fiji Beach Resort & Spa 

 

第七天 送機－楠迪／香港／桃園 

  讓人驚艷不已的旅程即將畫下句點，從空中再一次俯瞰這運河之都；美景是短暫的，感動卻是永恆的，帶著您

浪漫的回憶揮別這美麗的國度！一段旅程的結束代表另一段旅途的啟程，期待與您再相逢！ 

 

早餐：機上   午餐：機上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三立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10號5樓 

TEL:07-3131412  FAX:07-3131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