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菲長灘島五日之旅 
台台灣灣虎虎航航全全程程直直飛飛省省去去轉轉機機之之苦苦                                                                                                                  

NO SHOPPING  全面餐食升級 

特別贈送~超好喝芒果冰沙(不喝視同放棄,恕不退費) 

長灘島 BORACAY 位於菲律賓中部阿卡蘭省（Aklan）的長灘島，整座島為狹長型；東岸是綿延不絕的珊瑚礁，有時還

可看到海蝕形成的珊瑚礁洞；綿延達 4 公里的白沙灘（White Beach）位於島的西岸，沙質又潔白又細柔、顏色亮眼，讓人嘆

為觀止。國際知名的英國 BMW 旅遊雜誌更曾在 1994 年將其評選為世界最美沙灘之一，且被 asia-hotels.com 評選為亞洲最美

沙灘，這裡的海水非常的透明純淨，沙灘坡度平緩，走 50 公尺海水才只到大腿，最適合戲水游泳了。島上比較熱鬧的街道只

有 2 條，都位於西岸。一條是鋪設柏油路面的主幹道，兩旁是商店和住家，島上唯一的超市就在這條街上。另外一條則是沿

著海灘，與前述的街道平行，路面較窄且為沙土質，街上有許多餐廳、飯店、酒吧、雜貨店、紀念品店，這條街是觀光客最

常出沒的地方。在接通 2 條主要街道之間，有一條專賣各種紀念品的巷子，這裡也是觀光客必到之處，販售色彩鮮艷的 T 恤、

沙龍、貝殼做成的擺飾、項鍊、手鐲、木雕...等，當然，殺價仍然是必要的，而且是一種樂趣。在長灘島有腳踏車和摩托車

出租，可以讓你悠哉地探索島上的每個角落。此外，島上還有騎馬活動，更有許多水上活動，如：潛水、浮潛、釣魚、水上

摩托車、風浪板、香蕉船、拖曳傘...等。長灘島向以豐富多元的異國美食聞名，西班牙菜、法國菜、義大利菜、日本、韓國……

當然菲律賓傳統菜也值得一試，不怕沒得吃，只怕你吃不完。 

 



 
 

 

 

 
 
 
 

 



 

 

以下為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6/27 

7/11.25 

8/8.22 

9/5.19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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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桃園 TPE 卡利波 KLO 17:15 19:50 

回程 台灣虎航 IT-542 卡利波 KLO 桃園 TPE 20:50 23:20 



 
行程售價使用之酒店為當地團體經濟型酒店或同級 

註：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當團正確的飯店住宿資料，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天數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長灘島                

下午於桃園中正機場集合，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被世界旅遊雜誌評定為世界上最美麗的海灘，且享有〝日光浴天

堂〞美譽的～長灘島，抵達後搭車前往碼頭搭乘交通船前往渡假村接受親切歡迎，後揭開與大自然邀約共舞之

序幕。她是世界四大最美沙灘之一，白色沙灘 LongBeach 綿延數里、蔚藍海岸清澈見底，長灘島的沙質最細、

最綿、最柔，顆粒之小，當地人稱為〝粉末沙〞(Powder Sand)。讓您充分享受遠離塵囂的悠閒。絕對讓您流連

忘返。吃飽後精力旺盛的你，別急著休息來一趟夜遊長灘大街吧，在那綿延數里的長灘大街尋幽探訪一番，戶

戶相連的酒吧，餐廳，精品店等，相信您一定不會空手而回的。 

早餐：溫暖的家 午餐：溫暖的家 晚餐：機上餐 

飯店 

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lta vista de boracay 或 Tropics 或 Red coco inn 或 Paradise garden 或 

Patio pacific 或  同等級 

第二天 

長灘島海上巡禮 ISLAND HOPPING 
（聖母岩礁、鱷魚島、珊瑚花園浮潛、燒烤 BAR.B.Q、星期五海灘） 

加贈每人一杯芒果冰沙 

早餐後，安排搭乘菲律賓特有的螃蟹船出海，來一趟海上巡禮，清澈見底的藍色海域，潔白如玉的沙灘，南國

美景盡入眼簾，這一帶全是保存完整、不受污染的珊瑚礁地形，遊客還可清楚看到礁岩上，潛藏著許多可愛的

寄居生物。首先前往第 1 碼頭的地方，礁岩矗立海中，因為居民在上面供奉一尊聖母像，因此也稱為～聖母岩

礁（Willy's Rock），退潮時，甚至可從沙灘走到礁岩。也因為聖母岩礁位於海中，能清楚眺望整片白沙海灘，

以及清澈見底的汪洋，絕佳的地理位置，是遊客拍照留念的好地方。爾後轉往〝鱷魚島〞間的〝珊瑚花園〞浮

潛，海中珊瑚舖滿海底；魚群種類繁多，這是另一個世界，而棲息於旁的鱷魚栩栩如生，您會讚嘆上帝的造化。

在此享受本公司為貴賓您精心安排獨具風味的海鮮燒烤盛會。在藍天，碧海，清風，白沙的大自然美景下，享

用一頓別具風格海島午餐，餐後續往～星期五海灘游泳，此乃長灘之最也就是長灘沙質最細、最綿、最柔的所

在，這裡沙灘顆粒之小，當地人稱為〝粉末沙〞 (Powder Sand)。沙灘藏在透明的海水裡，還能看見腳邊飄游

的熱帶魚。後您可就近於此美麗的沙灘戲水娛樂一番後返回渡假村。傍晚是長灘島最，也是最適合活動的時候，

只見紅咚咚的太陽，緩緩朝海平面掉落，色彩變幻璀璨美麗，加上椰子樹和船隻的剪影，簡直是一幅賞心悅目

的南國風情畫。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海島風味自助餐 晚餐：韓式烤肉餐 

飯店 

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lta vista de boracay 或 Tropics 或 Red coco inn 或 Paradise garden 或 

Patio pacific 或  同等級 



第三天 

長灘島水上活動 

（贈送香蕉船＋風帆船+菲式精油按摩） 

輕鬆的享用完飯店早餐後，為您安排特別贈送的風帆、香蕉船。爾後您也可（自費）玩一下長灘豐富的水上活

動：例水上摩托車、海底漫步、拖曳傘、沙灘排球…各種精彩水上活動；或在沙灘享受日光浴，享用一杯冰涼

可口的飲料相信定能令您放鬆心情舒筋活骨一番。或可前往長約二公里的沙灘大街（beach road），主要人行步

道，購物區；另一個則是被稱作 Wet Market 的市集街，前往遊覽尋寶一下。爾後為您安排菲式精油按摩先放下

所有煩心的事讓按摩師的巧手給您徹底的放鬆。晚餐後，從 1 號碼頭到 3 號碼頭之間，真可以說是夜夜笙歌，

各家飯店酒館無不使盡絕招好吸引客人上門。比室內，各各燈光好氣氛佳；比戶外，更是表演天天有，讓你捨

不得只在一家坐太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美式燒烤肋排餐 晚餐：Astoria 自助晚餐 

飯店 

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lta vista de boracay 或 Tropics 或 Red coco inn 或 Paradise garden 或 

Patio pacific 或  同等級 

第四天 

長灘島自由活動篇 

（沙丘城堡、尋幽探密、水上活動、優閒逛大街） 

長灘的日出美景，海天一色，清靜的白沙灘，水波連連，如詩如畫的清晨，如此的靜與美，建議您起個大早，

欣賞難得風光，沐浴自然風景中。在飯店中享受早餐後，建議可前往第 1 碼頭的地方，礁岩矗立海中，因為居

民在上面供奉一尊聖母像，因此也稱為「聖母岩礁」（Willy's Rock），退潮時，甚至可從沙灘走到礁岩。也因為

聖母岩礁位於海中，能清楚的眺望整片白沙海灘，以及清澈見底的汪洋，絕佳的地理位置，是遊客拍照留念的

好地方。接著繼往「星期五海灘」，此乃長灘之最也就是長灘沙質最細、最綿、最柔的所在，這裡沙灘顆粒之

小，當地人稱為「粉末沙」(Powder Sand)，您會讚嘆上帝的造化。或是可以悠閒地躺在沙灘的躺椅上享受海天

一色的美景或是閱讀小品，讓心靈真正的沉澱下來。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飯店 

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lta vista de boracay 或 Tropics 或 Red coco inn 或 Paradise garden 或 

Patio pacific 或  同等級 

第五天 

長灘島∕台北(溫暖的家)                 

這是個沒有 MORING CALL 的早晨。長灘的日出美景，海天一色，清靜的白沙灘，水波連連，如詩如畫的清

晨，如此的靜與美，建議您起個大早，欣賞難得風光，沐浴自然風景中。在飯店中享受早餐後，整日於潔白粉

末般沙灘悠閒自在渡個美好沙灘假期，於四公里細白沙灘上漫步，藍天碧海加上原始風光，白沙灘、陽光及清

澈海景，詩情畫意美景，並來個回憶拍照留念；您會讚嘆上帝的造化。您也可以悠閒地躺在沙灘的躺椅上享受

海天一色的美景或是閱讀小品，讓心靈真正的沉澱下來。 

另外對瞎拼有特別狂熱的人，長灘島絕對可以滿足您的需求，一個是位於 1 號碼頭到 3 號碼頭之間，長約二公

里的沙灘大街（beach road），是長灘島的主要人行步道，也是觀光客主要的住宿、購物區；另一個則是被稱作

Wet Market 的市集街。 

抽空前往遊覽尋寶一番，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可千萬別錯過呢！但記著一定要削價喔！午餐後我們依依

不捨前往碼頭，搭車前往機場，辦理出境手續，然後戴著滿意的收穫與回憶，團員相約再會，搭機返回台北，

結束愉快的菲律賓海外休閒渡假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菲式風味餐 晚餐：自理 

行程順序安排視交通、船舶，由當地旅行社安排，旅遊景點，決不減少 

 



 
※刺青其顏料如不小心沾染到飯店床單、棉被等、飯店會要求客人賠償請小心。 

※成團人數：2人以上成行。 

※此為包機行程，訂金金額每人訂金 15,000 元，付訂後如臨時取消不走則全額沒收訂金，並無法退票。 

※飯店住宿安排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領隊亦無自然單間。 

※飯店一經確認後，即下訂全額付費，若欲取消，飯店費用百分百全額沒收，請特別注意。 

※長灘是一個內海小離島，所有物資須從本島運送過去，相對的物品上價格會比較高一點，也因為長灘早期

並無華人，暫時島上並沒有華人餐廳，所以吃的方面會比較偏菲式或西式也比較簡單，敬請見諒!!  

※島上無團體遊覽車，僅限九人麵包車或三輪車，導遊會依照人數來安排交通工具。  

※長灘島是個小而美的島，由於交通工具缺乏，請各位貴賓盡量攜帶簡便好拿的行李，以免花費太多行李員

提拿行李的小費。  

※長灘機場接駁段當地會統一收取小弟上下行李的小費，來回每件 100；導遊會在車上統一收取。 
※領隊、導遊：每人每日 300元（台幣）×5天 
※長灘島位於熱鬧的沙灘及 D,MALL 區域，因腹地較小一般標準雙人房間不大，如三人住房需以加床方式處理，

各家加的床型大約都是軟墊放在地毯上，可能位於 2 床中間走道上，部份飯店還堅持不給加床，請預先告

知了解。 

 

辦理簽證資料: 
1.護照正本(6個月以上效期) 

2.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