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菲巴拉望好玩六日遊 
 

 
巴拉望~是菲律賓的島嶼省份，別名為「最後的天堂處女地」，位於馬尼拉西南方 586公里處，北

有民多洛島，南有馬來西亞婆羅洲，東鄰蘇祿海，西有中國南海。巴拉望為全菲律賓人口密度最低、

自然風貌保護得最原始的一個省。除 30%有人居住外，其餘 70%都還是森林，所以走遍 

世界各地的您，如果想要來一點不一樣的自然生態之旅，巴拉望是一個您可以值得考慮的地方。 

來巴拉望這樣玩~一次給你三種滿足 
比帛琉海底更美的斷層、比峇里島更休閒的舒服的環境、比長灘島更有特色的夜店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6/24.29 

7/8.13.22.27 

8/5.10.19.24 

9/2.7.16.21.30 

10/5.14.19 

 航空公司 航 班 出 發 地 目 的 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台灣虎航 IT- 545 桃園 TPE 公主港 PPS 19:00 21:50 

回程 台灣虎航 IT- 546 公主港 PPS 桃園 TPE 22:50 01:25+1 



行程安排 

第 1 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巴拉望 PPS(公主港)➔飯店 CHECK  IN 
今天帶著您輕便的行李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航空國際班機至巴拉望公主港，前往亞洲最後一道

彩虹上帝所遺留下來的天堂之島~巴拉望群島，這裡的海域之美、島上之寧靜與乾淨可讓你囋不絕

口，來了一次還會流連忘返再來第二次。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機上餐   

住宿：亞莉莎酒店 Aziza Paradise Hotel Palawan 或 HUE HOTELS AND RESORTS PUERTO 

PRINCESA 或巴拉望海岸度假村 Costa Palawan Resort 或同級 

 

第 2 天 公主港➔沙邦聖保羅國家公園【 聯合國教科文紀錄世界組織文化遺
產~地底河流驚奇之旅】+Ugong Rock Adventures鐘乳石洞探險
之旅+Zip Line 空中飛人滑索➔公主港 

早上我們在導遊的帶

領下搭乘專車前往沙

邦港，抵達沙邦港後，

必須先辦理國家公園

許可證，在享用當地著

名的菲式自助餐後，隨

後搭乘獨具當地特色

的蜘蛛船，前往國家公

園的入口。 

【沙邦聖保羅國家公園-地底河流之旅】－聯合國文教科組織之世界自然遺產，一窺全世界最長的一

條天然海底河流穿越國家公園最平坦的熱帶雨林區後，抵達海底河流的入口後，搭乘人工划槳的遊船

入內參觀，解說員將以英文細述有關於海底河流的注意事項(本公司特別提供中文解說翻譯機，二人

一台)，地底河流全長 6 公里，當發現這條河流的時候，也同時發現了存在於地球長達千萬年的鐘乳

石，而每一個鐘乳石呈現出千姿百態，蔚為奇觀。傳說過去曾有上萬隻的鱷魚與千萬隻的蝙蝠在此河

道裡，為了保護上帝所遺留的寶石的故事。洞內岩璧除了有被海水蝕侵蝕後呈現的各種奇岩怪石以

外，甚至還清晰可見天然的耶穌聖像、聖母瑪利亞背影、3 還有巨大的蔬果花園、渾然天成 80 尺高

的聖殿、跳躍的駿馬、山璧間的寶石亮光…等等，居然與傳說故事相互對照有如神蹟般的一一呈現，

其斧神工教人歎為觀止。 

爾後前往菲律賓觀光局和菲律賓著名的電視台 ABS-CBN極力推薦【鐘乳石洞探險之旅 Ugong Rock 

Adventures】，我們跟隨著解說員的腳步進入到洞內，大大小小的鐘乳石呈現在我們眼前，美不勝收。

我們不斷向上爬升的來到山頂後，著裝來趟【空中飛人滑翔之旅 Zip Line】，總長 800 公尺，時速可

以達到 120 公里，將您掛在 Zip 特有的安全裝備上一躍而下，僅需 50 秒的時間，人已經飛到了終點，

保證是您沒有過的超刺激體驗。 

爾後返回公主港。 

※聖保羅地底河流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紀錄為文化遺產之一，園內每天都有限制名額 900 名入園，

由於全世界各國觀光客都將會前來一賞地底河流神秘的面貌，所以請各位貴賓們務必在向公司報名參



團同時一併附上您的護照影本以方便提前訂位及安排入園時間。 

※地底河流如遇天候狀況不佳或水位漲潮將會影響入園參觀，導遊將會隨時變更入園時間，您在巴拉

望的時間如果因為上述因素還未能入園本公司將會退費台幣 400 元或以其他行程替換，敬請見諒。 

※【Ugong空中飛人滑索行程，15 歲以下兒童或體重未達 35 公斤旅客，因顧及安全性問題，不能

搭乘】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沙邦菲式自助餐  晚餐：Kinabuchs 樹屋餐廳 或 中式海鮮料理 

住宿：亞莉莎酒店 Aziza Paradise Hotel Palawan 或 HUE HOTELS AND RESORTS PUERTO 

PRINCESA 或巴拉望海岸度假村 Costa Palawan Resort 或同級 

 
第 3天 公主港➔本田灣HONDA BAY跳島 Island Hopping之遊-(路尼島

~海星島~高麗島)➔公主港➔TIKI BAR LIVE BAND 夜店含入場門
票+一瓶啤酒或飲料 

早餐後，前往著名的本田灣，在這個海灣內佈滿大大小小的島嶼，是大家到公主港一定會造訪之處，

對喜歡浮潛的人來說這裡就是浮潛天堂，因為每個島都有它不同的特色，想把這些島嶼玩上一遍還得

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路尼島】這是我們

造訪的第一個島，島

上有大片的紅樹林

圍繞。 

【海星島】島上有 50

元硬幣大小，表面印

有像海星一樣的貝

殼，海底有各式各樣

海星可觀賞。 

【高麗島】沙灘上有

許多椰子樹、吊床與

涼亭，還可到民居可愛的小雜貨店買椰子喝；海底許多小魚群，小丑魚、海星等，躺進島上的吊床欣

賞藍靛靛的天空、透明的海、變化多端的雲、高聳的椰子樹、悅耳的濤聲及灑落的陽光，享受休閒度

假樂趣。 

★★溫馨小提示★★由於本田灣數十個島嶼大多為私人所有，若遇島嶼關閉時則改其他島與替代。 

午後時分搭乘螃蟹船返回公主港，晚餐後來到 TIKI BAR LIVE BAND 夜店，一面欣賞搖滾演奏，一面

喝著菲律賓最著名的生力啤酒，讓你的壓力全部釋放出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海島菲式自助餐  晚餐：義式料理 

住宿：亞莉莎酒店 Aziza Paradise Hotel Palawan 或 HUE HOTELS AND RESORTS PUERTO 

PRINCESA 或巴拉望海岸度假村 Costa Palawan Resort 或同級 

 



第 4 天  公主港➔➔蝴蝶園巴達克原住民表演➔英雄紀念碑➔藍色大教堂 
➔蜜杜拉之家+麵包山➔鱷魚農場➔ 

【蝴蝶園】在這理可看到目前全世

界最大的啾形蟲，當然裏頭還有最

著名的毒蠍，您大可將他捧在手心

合影，當地土著們的野外求生表演

＆舞蹈真是讓人大開眼界。 

【英雄紀念碑】此為紀念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美軍陣亡戰士英勇抗

敵的故事，讓人動容。 
【藍色大教堂】這是西班牙人留下
來的文化建築，在這個民風純樸的
小鎮，居民信奉天主教非常虔誠，
在假日早上您會發現教堂裡擠滿
了人虔誠的做禮拜、座無虛席，甚

至在教堂外面都有擠不進教堂的人跪在地上虔誠的在禱告。 

【蜜杜拉之家+麵包山】在此可以眺望整個本田灣的美景，後續也可以逛逛當地商店街，有著許多迪

士尼般的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以及瑪丹娜和童話故事雕像可供拍照，順便也可以買買當地名產，隨後前

往紀念品商店採買伴手禮，經濟又實惠的各式手工藝品，一定讓您滿載而歸。 

隨後帶各位前往【鱷魚農場】，裡頭有著大大小小數千隻鱷魚，如果你膽子夠大，不妨與鱷魚一起合

照一下。 

早餐：飯店早餐   餐：菲式風味餐  晚餐：KAINATO餐廳(菲式風味+海鮮+芒果冰沙) 

住宿：Princesa Garden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第 5 天 巴拉望漫遊時光(全日自由活動) 
悠閒享受飯店美好時光 

享受悠閒美好時光，或是在飯店中盡情地游泳，與家人朋友共渡這美好時光。揮之不去的惱人都市塵

囂，在難得的假期中也一併拋諸腦後！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Princesa Garden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第 6 天 公主港➔ROBINSON 百貨廣場➔精油按摩一小時➔公主港國際機
場✈台北 

早餐後安排前往佩多公主港市區。 

【ROBINSON購物商場】特別安排 ROBINSON 百貨廣場體驗，將依據團體行程日各項既定活動或

遊程景點進行完畢後，方安排團員前往，於不影響既定行程下，其體驗日將於行程中任一天之行程空

檔時間或自由活動時間中進行。 

回台的最後再安排贈送精油按摩，精油透過皮膚的吸收，進而喚醒潛在的自癒力及加強淨化代謝身體

酸性物質，透過 Massage 療程讓你的肌膚變得如嬰兒般細緻、心靈也如嬰兒般純淨自然！ 

最後前往公主港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搭機返回台灣，結束此次愉快的巴拉望群島行程。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韓式風味餐  晚餐：機上餐 

住宿：甜蜜的家 



1．本行程系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2 人成行，外站需合團合車合船，台灣不派領隊
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相關旅遊服務。於機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
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請確實記清楚
導遊手機號碼，若臨時有事情請馬上通知導遊人員。》 

2．台灣虎航 IT，免費托運行李限重為每人以一大件不超過 20 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超重費用）及
手提行李行李 7公斤為原則。 

3．巴拉望交通工具都是 8~12 人座當地稱之為 VAN 車(類似台灣小型麵包車,車內座位/空間較小)為
主要交通工具，本團型於當地進行觀光行程時，可能會有與其他旅客合車合團合船進行之事實，
在此，特別說明。導遊有可能一團帶 16~20 人需要搭 2 台 VAN，導遊會每到一個景點換到另一
台車上講解，故導遊無法全程都搭乘同一台車。 

4．本行程飯店房間安排均為兩人一室，故逢單人入住時，需補單人房差。如需三人一間時均以加床
處理，加床主要以行軍床(或床墊)為主，無法跟標準床相同規格，房間空間相對會比較擁擠，敬
請見諒。【若房間內原本的床型可睡三人(例如原就有 2 張大床)，不一定會加床給客人，只會做「加
人」的動作。】 

5．飯店/渡假村房間內床型有兩張床跟大床的分別，一般多以兩張床為主。大床需求報名參加時請向
業務人員提出需求，但無法保證，仍以飯店現場實際安排為準。 

6．菲律賓國家不接受雙重國籍。 

7．巴拉望因屬自然保護區所以在素食餐點的準備上不是很足夠，若有旅客用素食餐者，建議自行帶
些 
   習慣的素食罐頭或泡麵已備不時之需。 
8．本行程以菲律賓人以及老外背包客旅遊的方式安排(不過度包裝均當地原汁原味真實反應)，讓您
達 
   到娛樂、休閒渡假、玩水及觀賞海底景觀並享受海鮮美味大餐！相信是另一種旅遊體驗。 
9．巴拉望行程是環境保護的區域，除了繳交環保稅以外，並請注意請勿亂丟垃圾，以免被罰款&最

好自備環保袋。及飯店房間內不可抽菸，無吸菸房，請務必遵守不能在房間內吸菸，以免被罰款。 
10．巴拉望的飯店/渡假村多數規模不大，大多以鍋爐加熱作為主要供應熱水來源，若於太多人同時

使用，便容易產生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遇此狀況，敬請稍候約 30~60 分鐘，待鍋爐重新運作
進行熱水供應。建議盡量避開熱門時段，就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喔！ 

11．15 人以下的團體，我方有可能會於外島併團及合船出海(若不允許，須於出團前聲明，且團費另
計)。 

12．此航班為包機操作，如旅客因故取消當團行程，訂金無法退回並需付清包機票價全額。 
13．飯店一經確認後，即下訂全額付費，若途中取消當團行程，飯店費用百分百全額沒收。 
14．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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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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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菲律賓入境規定與簽證說明》 
1.攜帶小黃卡正本 
2.入境菲律賓不需隔離、不需出示 PCR 檢測等報告，按年齡細分為以下三種： 
(一)18 歲(含)以上→入境菲律賓 14 天前，施打“3 劑疫苗”旅客，不需 PCR 檢測報告。 
(二)12-17 歲→入境菲律賓 14 天前，施打“2 劑疫苗”的旅客，不需 PCR 檢測報告。 
(三)12 歲以下→未接種疫苗的兒童，應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家長或監護人符合打滿“3 劑疫苗”規
則，則兒童可入境。 
(四)入境菲律賓 14 天前，18 歲(含)以上已施打兩劑疫苗者，需出示 PCR 檢測等報告，入境不需隔離。 
3.護照在抵達菲律賓時的有效期應至少為六個月。 
4.有效回程機票或續程機票。 
5.尚未接種/未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以上的旅客 ，禁止入境菲律賓。 

6.護照正本(6 個月以上效期)、身份證影本、小黃卡影本 

※如未滿 15 歲(含 15歲)以下之小孩，須附戶籍謄本正本&須與父或母一方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