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菲長灘島滿足五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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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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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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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回程 台灣虎航 IT-542 卡利波 KLO 桃園 TPE 21:00 23:30 



 

第 1 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 長灘島 

帶著最 Sexy 的泳裝，穿上涼鞋前往機場搭乘客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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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機場後專車接往碼頭換乘螃蟹船前往美麗的長灘島，隨即展開最悠閒的定點

式度假之旅。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 STATION 2 附近的 D'mall 搞熟，因為這是長灘島最豐富餐廳吃的所在地喔!各式

BBQ、星光餐聽蒙古烤肉、法式、義式、西班牙式、日式、菲式、從餐廳到當地小吃豐富程度簡直就是長灘島的士

林夜市一般方便。 

※機場前往接駁船碼頭時間約 1.5~2 小時。從接駁船碼頭搭乘螃蟹船前往長灘島船約 15 分鐘。 

※抵達長灘島後會安排島上雙排車或嘟嘟車前往住宿酒店約 20-30 分（此為長灘島唯一交通工具）。 

※碼頭下船處如遇漲潮時需涉水上岸；請事先換好短褲涼鞋，並建議您的行李愈輕便愈好。 

早餐：X 午餐：X 晚餐：機上餐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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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天 出海浮潛+螃蟹 BBQ 大餐 / 精油按摩 60 分鐘（小費 100 自付） / 風帆船 45 分鐘 / 夜店 Live 

Band+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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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專業的導遊教導浮潛技巧後，穿著救生衣帶

著浮潛面鏡，不管會不會游泳，你都可以自在的跟魚兒們悠游在湛藍的海世界裡。 

午餐我們在岸邊準備好海鮮燒烤大餐，準備了各式烤肉與飲料酒水，在大自然美景下，享用一頓獨具風味的海島午

餐！ 

長灘島還有個獨步全亞洲的活動就是風帆船了，我們搭乘無動力的風帆船，兩位船夫單純只靠風力就可以讓大家享

受到在海面上滑行的快感真的很特別。 

來到長灘島絕對要先體驗一下道地菲式精油按摩，1 小時的療程保證讓您全身通體舒暢。（小費 100 敬請自付） 

晚上不要錯過長灘島夜生活，當夜深時分，Disco 聲起，您可加入浪漫的夜生活，盡情享受年輕活力。晚上特別安

排夜店 Live Band+贈送啤酒一杯。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海鮮燒烤+啤酒可樂 晚餐：Aria 義大利套餐(800P)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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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 環島：星期五沙灘+聖母礁岩+貝殼沙灘+下午茶 

安排精彩的環島遊，首先前往全島沙子最細的【星期五沙灘】戲水，而矗立在海中的【聖母礁岩】更是您非得合影

留念的地標。而後來到長灘島第一個被發現的沙灘【Puka Beach】貝殼沙灘，這裡的遊客少了很多，但是多了份原

始的風光。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韓式烤肉餐(550P) 
晚餐：HENANN REGENCY 自助餐

(1000P)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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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天 香蕉船 15 分鐘 / 海底漫步 30 分鐘  /立槳 

體驗一下長灘的水上活動當然是一定要的，我們幫您安排了有趣的【香蕉船】，長灘的香蕉船可是保證不翻但保證

你全濕，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參加，絕對安全！如果想欣賞海底美景，但是又沒辦法用嘴巴呼吸來潛水，那【海底

漫步】肯定是很適合你的活動，帶著輸入空氣的頭盔，一步步的下到海底世界，撒點麵包享受一下被魚群包圍的快

感，這肯定是你最特別的經驗。立槳 SUP 是 Stand Up Paddle 的縮寫，用一塊比衝浪板大一點的板子，

然後給你一支槳站在板子上移動，對於不會衝浪的人，這個簡直是玩水神助！站累了還可以直接坐在

板子上享受有趣而輕鬆的站立式槳板體驗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Paradise Garden 天堂花園自助餐

(450P) 
晚餐：美式燒烤肋排餐(600P) 

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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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 長灘島 /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 

今天回家前，別忘了到市集買買長灘島的紀念品，綁個黑人辮子頭，都是紀念這趟行程的一個方法，當然手機 裡

一定要多拍幾百張長灘島的美照啊。 

我們在 Check out 飯店後，一樣在導遊的協助下，搭船搭機返回我們台灣溫暖的家，結束這趟美好的行程。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菲式風味餐(350P)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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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