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 直飛)菲趣巴拉望五日遊
全新產品強勢登場~
【巴拉望基本介紹】

巴拉望菲律賓的島嶼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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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07 年 10 月美國《Conde Nast Travel》 雜誌票選『全
亞洲最美的沙灘』。
★B.2011 年《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全球 20 個最佳旅遊
景點』之一。
★C.1984 年，公主港被評為最美麗的城鎮之一。
★D.2006 年 9 月，謝霆鋒曾在巴拉望的 Pamalican 小島海邊向張柏芝求婚。
★E.劉德華讚嘆它的美！梁朝偉喜歡它的寧靜！
★F.莎拉布萊曼用她的聲音形容它的海域晶瑩剔透！
★G.您若沒來到此地；就如作家王文華所說【你不懂人生真正要如何安排休閒度假的生活?】

有帛琉斷層的海域景觀、峇里島休閒渡假風、長灘島熱鬧的夜店！
陸～沙邦國家風景區地底河流【聯合國教科文紀錄為世界組織文化遺產之一】
海～本田灣海上樂園～Ugong Rock Adventures【鐘乳石洞探險之旅+Zip Line 空中飛人
滑索】

巴拉望陽光 Sunlight Guest Hotel
巴拉望陽光酒店提供免費無線網際網路。 酒店具有許多服務，包括會議室、按摩和咖啡館。客房是寬
敞和具有現代感的，而且擁有電影隨選服務設施。如果您想要享受優質的購物 只要少於 5 分鐘的車
程，普林塞薩港機場 只在離酒店很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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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羅海灘渡假村 Microtel Puerto Princesa Resort
米克羅海灘渡假村是唯一的海濱渡假村，距離國際機場僅僅只有 7 公里。享受世界級的渡假勝地，坐落
西菲律賓海的清澈湛藍的海水之間的豪華的環境，飯店還可以方便地前往一些巴拉望島最好的景點，如
本田灣與普林塞薩港地下河國家公園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以及享受沙灘跳躍獨家質樸的
海灘及野外的紅樹林，你如果喜歡幽靜的渡假環境，它是你唯一的選擇。

亞莉莎精品飯店 Aziza Paradise Hotel
此飯店為一家 125 間房的全新精品飯店，35 間豪華房、39 間家庭房、2 間家庭套房、17 間總理房及 2
間的蜜月套房，現代化建築採用明亮的色彩是飯店最大的特色。

順化飯店 Hue Hotel and Resort
位於 Puerto Princesa 港，提供免費 WiFi、餐廳以及免費內部私人停車場。每間客房均提供私人浴室以
及免費洗浴用品和吹風機等舒適用品。度假酒店提供 24 小時前台。Hue Hotels 度假酒店距離 Honda Bay
海灣有 3.8 公里，距離 Balinsasayaw Restaurant - Rizal 餐廳有 2.9 公里，距離 Puerto Princesa Airport
機場有 3 公里。此飯店為一家 125 間房的全新精品飯店，35 間豪華房、39 間家庭房、2 間家庭套房、17
間總理房及 2 間的蜜月套房，現代化建築採用明亮的色彩是飯店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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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桃園公主港城－精油按摩 60 分鐘(小費 P.100 自理) -瘋狂夜(贈送一瓶啤酒或一杯
飲料)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菲律賓第一大航空公司菲律賓航空
飛往【巴拉望群島-公主港機場】
，這裡的海域之美、島上的寧靜和
乾淨的街頭巷尾，真可讓各位貴賓讚不絕口。到達巴拉望的公主港
後，便展開這五天四夜的驚奇之旅～晚餐後特別搭乘當地著名的嘟
嘟車到全公主港最棒的 Live Band 【Tiki Bar】一面欣賞搖滾演
奏，一面暢飲菲律賓最著名的生力啤酒，讓你的壓力全部釋放出
來。(贈送一瓶啤酒或一杯飲料)
早餐：XX 午餐:機上餐
晚餐: Kalui 巴拉望創意料理+冰淇淋
住宿: 順化酒店 Hue Hotel and Resort 或麥克羅酒店渡假村或同等級

第二天

本田灣－離島遊(路尼島、海星島、可麗島)－公主港－【Tiki Bar】瘋狂夜(贈
送一杯飲料或一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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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麗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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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此
島沙灘沙子較細，島嶼海水清澈藍天為伍在此戲水浮潛曬日光浴撿
海星化石貝殼都是不錯的選擇喔！也可以拿起手中的麵包餵食魚群會有意外的收穫！返回公主
港，晚餐後特別到全公主港最棒的 Live Band 【Tiki Bar】一面欣賞搖滾演奏，一面暢飲菲律賓
最著名的生力啤酒，讓你的壓力全部釋放出來。PS:出海活動時船家小費給付每人約 P50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 海鮮燒烤 BBQ+南洋水果+飲料
晚餐: Kinabuch 菲式料理
住宿：順化酒店 Hue Hotel and Resort 或麥克羅酒店渡假村或同等級

第三天

公主港城－市區觀光【開心監獄農場－古老大教堂－英雄紀念碑－鱷魚農場－
拼蝴蝶園+巴達克原住民表演－麵包山－蜜都拉之家】

早餐後，便展開驚奇之旅~【開心監獄農場】是當地開放性的特殊
監獄，這個監獄的罪犯不但不用關起來，只要在限定的範圍內都可
自由行動，讓他們自行耕種及捕獵，是當地一個重要的觀光景點。
您完全不用擔心犯人會脫逃，因為犯人都寧願待在監牢裡，外面的
生活可不比監獄舒適呢！網路出名的麥克傑克森的監獄舞就是出
自這裡，付點小費也可以請犯人們跳隻戰慄給您欣賞一下！【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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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英雄紀念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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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我們前往當地著名的【鱷魚農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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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裡頭有著大大小小數千隻鱷魚，如果你膽子夠大，不妨抱起三歲大的鱷魚一起合照一下。隨後
前往【蝴蝶園】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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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好的話，館內惟二的兩隻菲律賓熊貓還會出來跟您打聲招呼呢！接下來由當地原住
民為我們表演傳統的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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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式精油按摩 60 分鐘】隨即為各位安排飯店的菲式按摩 Spa 來個馬殺雞，讓按摩師
的巧手將你的疲勞一掃而空。【小費 P.100 請自理，15 歲以下兒童恕不贈送，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 菲式料理
晚餐: SKYLIGHT 生猛海鮮
住宿：順化酒店 Hue Hotel and Resort 或麥克羅酒店渡假村或同等級

第四天

公主港－沙邦聖保羅國家公園－地底河流驚奇之旅（聯合國教科文紀錄為世界
組織文化遺產之一）沙邦國家公園地底河流－Ugong Rock Adventures 鐘乳石洞
探險之旅+Zip Line 空中飛人滑索－公主港

安排速食早餐後，前往【沙邦地底河流之旅】－由導遊帶領下搭乘
專車前往沙邦港(車程約 1 小時 40 分鐘)，抵達沙邦港後，必須先
辦理國家公園許可證(此部份已由導遊辦理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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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蛛船，前往國家公園
的入口。【海底河流國家公園 Underground Ri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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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鬼斧神工教人歎為觀止。享用午餐後我們來到菲律賓觀光局和菲律賓著名的電視
台 ABS-CBN 極力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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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便著裝來趟【Zip
Line 空中飛人滑翔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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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經飛到了沙灘上，保證是您沒有過的超刺激體驗。爾後返
回公主港。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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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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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或以其他行程替換，敬
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 沙邦菲式自助餐
晚餐: Shakes PIZZA+義大利麵
住宿：順化酒店 Hue Hotel and Resort 或麥克羅酒店渡假村或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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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公主港－Robinson 百貨逛街瞎特別加贈:【halohalo 冰沙】－公主港國際機場
桃園

今日享受一個睡到自然醒的早晨，起床後您可於飯店內享受設施，
或是前往餐後可以到【百貨廣場 Robinson】逛逛，您可以在美食廣
場內體驗菲律賓最出名的 Halo Halo 冰，也可以嘗試一下當地人最
愛的 Jollibee 快樂蜂餐廳，這家餐廳在菲律賓可是比麥當勞的受歡
迎度還高呢!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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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內享用
午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晚餐: 機上餐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順序安排會因當地天候、海象、交通等因素而調整順序，請依當地導遊安排！本公司保有調整之權力》

【注意事項】
1. 本行程為 2 人成行，外站需合團合車合船，不派領隊全程由當地導遊接待，機場有專人送機。
2. 宿霧太平洋航空航空，是低成本航空(廉價航空)，飛機上無提供免費餐點、飲料、毛毯….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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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新台幣約 330 元費用）及手提
行李一小件為原則。
3．巴拉望交通工具大都是小型箱型車做接駁或是三輪機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甚少遊覽車，由外站公司
依實際狀況安排接送車輛大小，皆需合車，無法單獨一部車接送。
4．因交通機動性因素，在巴拉望皆使用 8~10 人座小車，請貴賓盡量以 8 人為一組做分車，可助你本次
行程更加舒適順暢。當地稱作 VAN 車(類似台灣小型麵包車)為主要交通工具，故導遊無法全程都搭
同一台車。
5．飯店住宿為二人一室，且無自然單間。飯店加床，大部分都是行軍床為主，無法跟標準床相同規格，
房間空間相對會比較擁擠，Dos Palmas 無法加床，床型為一大一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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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備不時之需。
8．巴拉望是一個天然且開發度不高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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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因當地生活步調較為緩慢，服務人員不足且耗時，請自行提取行李，避免長時間等候
10．飯店房間內均禁止吸菸，違者將會罰款 10,000~15,000 披索，飯店有設置吸菸區。
11．島上飯店硬體設施未臻完善，且常有跳電情形。
12．煩請貴賓自行攜帶個人盥洗用品為佳，毛巾、牙膏牙刷、旅行沐浴組等。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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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巴拉望的飯店、渡假村多數規模不大，大多以鍋爐加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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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稍後 30~60 分鐘，待鍋爐重新運作進行熱水供應。建議盡量

菲趣巴拉望五日遊(PR 直飛)

菲趣巴拉望五日遊(PR 直飛)

避開熱門時段，就比較不會遇到大家爭熱水的狀況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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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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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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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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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gong Rock 鐘乳石洞+Zipline 空中飛人行程，若不參加…請務必於團體出發前一週以上告知，每人
退費 NT$300！出發前 7 天內告知(工作天數不夠)，或者未在台灣確認，至外站恕不退費，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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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應付小費金額：導遊小費給付：每位貴賓每天NTD200 x 5天=NTD1,000。
按摩小費，每人每小時100批索！跳島出海船家小費，每人P.50飯店行李小費，每間房P.20~P.50

PS.敬啟：從台灣買免稅品到菲律賓，過海關時如果不拆開盒子或包裝，都會被課稅，所
以在台灣出境時買的免稅品，盒子要拿掉，或是回台灣要入境時再取貨，不要把免稅品
連同完整的商品外包裝一起帶入境菲律賓。
簽証資料：
1. 護照正本（從出發日算起有效期須滿 6 個月）
、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兩吋照片 2 張（6 個月內近照，白底彩色、不可戴黑色塑膠框眼鏡或有色隱形眼鏡）。
4. 如不滿 15 歲以下之小孩須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且須父母其中一人隨行。
5. ***役男出國前需報備蓋核准章者，請先申請完後才可辦理簽證***

出發日期:2018 年 7 月 27 日
暑假特惠價:NT$27,000 元(含稅、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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