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資長灘】長灘島自由行５日 ( 虎航 ) 

2人成行，台灣導遊尊榮服務 

 

令人吃驚的是在此有不少比例的旅客都不只來過一次，尤其是一些繞過大半個

地球遠道而來的歐洲旅客更是幾乎每年就會回島一遊，甚至有許多人在此一住

就是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更有人索性就在這裡開渡假屋、餐廳或甚至教授潛水，

它的魅力不斷地吸引著這些人，每年從外國來到這個遠在菲律賓中部的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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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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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摩托車、風浪板、香蕉船、

拖曳傘、獨木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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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延四公里粉末般白沙灘＋藍天碧海綺麗海景風光，是外國人的最愛！ 

★真正定點旅遊，全程住宿長灘島。全程 NO SHOPPING 團！ 

★全程飯店使用早餐，行程中餐食透明化。 

位於菲律賓中部阿卡蘭省 (Aklan)的長灘島，整座島為狹長型，說它是小

島一點都不為過，因為它的長度只有 7 公里左右，寬度約 4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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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休閒度假別具風味的長灘街道及 D-MALL 購物區。 

★晚上享受別有風味、熱力十足沙灘、街道夜生活。 

《飯店介紹》 

 
★阿斯托利亞科倫特飯店 Astoria Current Hotel ( 3 號碼頭 ) 

飯店座落於 3 號碼頭，入住這裡，您步行即可抵達白沙灘。擁有 120 間精心設有電冰箱及微波爐的冷氣客房，

讓旅客享受家一般的溫馨與舒適。娛樂設備包括平面電視以及有線節目，並且設有免費無線上網。客房專用浴

室設有淋浴設備，並精心提供免費盥洗用品以及坐浴桶。貼心提供保險箱及書桌，且每日均有客房清潔服務。

休閒設施包括 2 座室外游泳池含兒童游泳池以及健身中心等。 

 

★阿囉哈酒店 Aloha Boracay Hotel ( 2 號碼頭 ) 

Aloha Boracay Hotel 酒店距離 D'Mall Boracay 購物中心 500 米，距離長灘島白沙灘（Boracay White Beach）

700 米。提供當代風格的現代化住宿，客房明亮而通風，擁有木質拼花裝飾，設有迷你吧、咖啡機和保險箱和

平板衛星電視，並且均配備免費 WiFi。24 小時前台可隨時為客人提供商務需求、旅遊信息、外幣兌換以及洗衣

方面的服務。旅客可以使用室外游泳池、陽光露台和花園。 

 

★泛太平洋度假酒店 Patio Pacific ( 1 號碼頭 ) 

長灘島老字號的飯店，位於 1 號碼頭，是洋溢著菲律賓風情的度假飯店。步行到 D'MALL 約 3 分鐘，到沙灘約

4 分鐘，不論逛街購物均非常方便。飯店擁有咖啡廳, LOUNGE BAR, TEA HOUSE, NAUIICA POOL 海水游泳池, 

WALL CLIMBING FACILITY 攀岩設施, ALPHA FITNESS CENTER 阿爾法健身中心等設施。 

 

★長灘島潮汐飯店 The Tides Hotel Boracay ( 1 號碼頭 ) 

每人+NT$800 起 

隱身在最熱鬧的 Dmall 巷弄中，室內整體以簡單的顏色及線條，勾勒出現代前衛的流行風格。走上頂樓，白色

https://astoriacurrent.com/
http://alohaboracayhotel.com/
http://www.patiopacificboracay.com/
https://www.tidesboracay.com/


隔間的用餐座位、木質座椅的日光浴區，提供了絕佳的休憩地點，泳池與藍天、海岸線互相輝映，即使位在 Dmall

最熱鬧的區域，也完全能將塵世的紛擾隔絕在外。走出酒店步行不到幾分鐘的時間，就能抵達 S2 沙灘，相當方

便。提供 60 間冷氣住房，為現代設計風格，色彩與材質的搭配顯得年輕有活力。 

 

★文華海島飯店 Boracay Mandarin Island Hotel ( 2 號碼頭 ) 

每人+NT$2000 起 

ㄇ字型的建築設計，搭配一樓圓柱，頗有希臘浪漫風情，地理位置優越，位於 2 號海濱，方便你前往所有想去

的地方。擁有 52 間客房和套房，提供現代菲律賓設計，在熱帶島嶼環境中彰顯奢華生活的精髓。著名的

MANDARIN SPA，是一家高級健身和健康服務提供商，以其治療師在傳統菲律賓按摩和足部水療中心的專業知

識而聞名。和旅伴在酒店附設的酒吧，就能度過精彩的夜晚。 

 

★Henann Park Resort Boracay ( 2 號碼頭 ) 

每人+NT$1000 起 

擁有 232 間高級客房，包括豪華房、尊貴家庭房和 Henann 標誌性的直通泳池房。度假村位於 2 號碼頭主幹道

的中心位置，是前往島上大部分景點的理想地點。 

 

★Henann Garden Resort ( 2 號碼頭 ) 

每人+NT$1000 起 

是座大型的花園度假酒店，位於白沙灘二號碼頭，無論是要前往各景點、沙灘或是購物中心都相當便利。充滿

洋式風情的摩登建築，搭配藍色泳池、綠樹以及木造涼亭，顯得愜意舒適。度假酒店擁有規模較大的泳池設施，

餐廳及池畔酒店、健身房及水療中心。酒店共有 273 間客房，寬敞的客房配上專屬的小陽台。舊館採用復古的

房間設計，木製家具居多。新館改用時尚現代的設計。讓您在此停留期間，感受舒適且愜意。 

 

★Henann Regency Resort and Spa ( 2 號碼頭 ) 

https://www.boracaymandarin.com/en/
https://henann.com/henannpark/
https://www.henann.com/boracay/henanngarden/
https://www.henann.com/boracay/henannregency/


每人+NT$2500 起 

位於長灘島最熱鬧的海灘街市中心，擁有 285 間房和廣大的白沙灘腹地。為了讓遊客體驗更完美的住宿體驗，

酒店提供了多種休閒設施，例如健身中心、花園、水上運動(機動項目)、室外游泳池等。 

 

★Henann Palm Beach Resort ( 2 號碼頭 ) 

每人+NT$4000 起 

位於 2 號碼頭的尾端、接近 3 號碼頭，最大的特色就是位在二樓的無邊際泳池和酒吧，可以將白色沙灘和藍色

大海盡收眼底，飯店園區內種滿棕櫚樹，有濃濃的熱帶風情。共有 250 間客房，地理位置優越，靠近島上的所

有景點。度假村擁有現代化的海灘俱樂部氛圍，並在該地區設有眾多游泳池。客人可以直接進入游泳池，在世

界上最好的群島之一度假期間享受溫暖的菲律賓式款待。 

 

★長灘島探索海灘度假村 Discovery Shores Boracay ( 1 號碼頭 ) 

每人+NT$16000 起 

1 號碼頭上最豪華的住宿飯店。1 號碼頭是長灘島上最潔白、品質最好的沙灘，飯店依著山勢一棟接一棟往上，

整體建築新穎高雅，從高處眺望可以一覽大海景色，除了海灘酒吧、餐廳和世界級的 SPA 設施以外，飯店還有

自己的專用海灘。 

※最終售價以酒店確認後為主，逢旺季或當地結慶等另有價差。 

 

航班參考：(正確航班時間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航 段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地點 目的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台灣虎航 IT541 台北 長灘島 17:15 20:00 

回程 台灣虎航 IT542 長灘島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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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discoveryshoresboracay.com/
https://www.discoveryshoresborac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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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住宿：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storia Current 或同級 

第 2 天 自由活動日（有任何需要協助，請隨時聯繫導遊 ( 接送機人員 ) 

今天來享受一下沒有 Morning Call 叫醒的日子，長灘島的漸層海水，長灘島的綿密白紗，長灘島的夕陽美景，長

灘島的紀念品，長灘島的水上活動，長灘島的夜生活都值得你一再品味。 

如果想要玩玩長灘的活動，歡迎跟導遊或旅行社報名自費行程。 

◆體驗潛水 Scuba Diving 三小時 US70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到外太空體驗無重力狀態,長灘島內太空的潛水絕對是不容錯過的體驗,跟著中文教練上完簡單的

課程,由我們專業的潛水長帶著各位輕鬆的來到十米下的海底跟尼莫打個招呼,不需要你會游泳,只要會呼吸,都可以

跟我們來海裡翻滾喔！ 

◆高空拖曳傘 Palasaling 15 分鐘 US60 

有嘗試過在十層樓的高空中飛翔嗎,我們的高空拖曳傘是從 30 米起跳喔,用快艇拖著比巴士還大的傘花,帶著您翱翔

長灘島,還可以遠眺整個長灘島的海岸線,絕對是非嘗試不可的水上活動。  

◆沙灘體驗浮潛 Beach Snorkeling 60 分鐘 US10 

如果您對於跳下海中央的浮潛有障礙,但是又想體驗漂浮在海中的感覺,交給我們專業的浮潛教練就對了,我們的教練

帶著您從岸邊游出去,您只要穿好救生衣,手放在救生圈上,只要記得呼吸,不用出力游泳,交給教練帶著您漂浮在長灘

最美的西岸好好享受大海吧,浮潛完後還有招待一杯營養冰咖啡喔！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storia Current 或同級 

第 3 天 自由活動日（有任何需要協助，請隨時聯繫導遊 ( 接送機人員 ) 

今天來享受一下沒有 Morning Call 叫醒的日子，長灘島的漸層海水，長灘島的綿密白紗，長灘島的夕陽美景，長

灘島的紀念品，長灘島的水上活動，長灘島的夜生活都值得你一再品味。 

如果想要玩玩長灘的活動，歡迎跟導遊或旅行社報名自費行程。 

◆跳床體驗 Jumping 60 分鐘 US14 

目前全菲律賓只有長灘島有跳床活動,由我們專業的教練帶著大家努力飆汗一小時,可以消耗700的卡路里外,課後補

充的營養奶昔跟蛋白質點心更可以讓您這趟行程長點肌肉喔！ 

◆美人魚體驗 Mermaid 30 分鐘 US14 

有沒有穿過美人魚裝下海游泳呢,我們有手工縫製的美人魚裝,除了可以讓您一圓從小的人魚夢外,穿著人魚裝在海裡

游泳才是條真正的美人魚呀！ 

◆沙灘車 ATV 30 分鐘 US30 

想體驗騎乘動力沙灘車的快感嗎？在專屬的場地裡,不管是一個人騎一輛 ATV,還是兩個人開一輛 BuggyCar 都可以

在教練的帶領下自行在場地裡奔馳。 

◆Jet Ski 水上摩托車 15 分鐘 可兩人共騎 US50 

或者你騎過摩托車，但是自己騎水上摩托車可能就沒嘗試過了吧，我們的水上摩托車可以雙載，讓您體驗馳聘在大

海中的快感。 

◆帝王 Poseidon SPA 150 分鐘 US120 

長灘島最頂尖的享受就是Poseidon 帝王SPA了,Villa除了有私人泳池可以享受在大自然裡裸泳外,花瓣泡泡浴也是

增進情趣的一大享受,芳療師先用諾麗果加糖霜幫兩位清理全身角質,再用24K的金鉑精油幫您全身做個SPA,然後用

胎盤素再幫臉部好好做個大保養,在長灘島要做 SPA, Poseidon 一定是唯一選擇。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storia Current 或同級 

第 4 天 自由活動日（有任何需要協助，請隨時聯繫導遊 ( 接送機人員 ) 

今天來享受一下沒有 Morning Call 叫醒的日子，長灘島的漸層海水，長灘島的綿密白紗，長灘島的夕陽美景，長

灘島的紀念品，長灘島的水上活動，長灘島的夜生活都值得你一再品味。 

如果想要玩玩長灘的活動，歡迎跟導遊或旅行社報名自費行程。 

◆Helmat Diving 海底漫步 30 分鐘 US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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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Kayak 水晶獨木舟 30 分鐘可兩人搭乘 US20 

獨木舟你可能划過,但是透明的獨木舟相信就沒有體驗過了吧,兩個人在清澈見底的海上划著水晶獨木舟,是多麼浪漫

的事啊！ 

◆SUP 海上立板 30 分鐘 US10 

雖然長灘島沒有大浪,但是這樣剛好適合划立板,或站或坐或臥在立版上,不管是拍網美照還是勇士照都很帥氣的喔！ 

◆Esatman SPA 120 分鐘 US80 

我們長灘的二號碼頭有家名人超愛去的 SPA 館,芳療師的手技都是從馬尼拉一手訓練出來的,經過三四天的玩樂,也

需要讓你的身體好好放鬆一下,這間東方人足道 SPA 館非常適合您來享受一下。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Aloha Boracay Hotel 或 Astoria Current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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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自理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 費 用 包 含 》 

1、來回豪華經濟客艙機票 

2、雙人房住宿共四晚 

3、行程所列之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各項費用 

4、當地機場飯店來回車 / 船接送、長灘入 / 出碼頭稅、碼頭清潔費 

5、本產品投保旅遊平安險 500 萬+20 萬特別醫療費。 

6、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菲律賓離境稅、簽證費等雜支服務費 

《 費 用 不 包 含 》 

1、領隊及導遊小費每人每日 NT300 元  

2、中華民國護照新辦費用 NT:1800 

3、代辦菲律賓簽證費 NT:1500 

4、行程所未列出之私人行為消費、電話費、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與相關服務人員小費支出 

《 注 意 事 項 》 

1. 出團人數：2 人以上成行。 

此行程不另派領隊，長灘島外站安排導遊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在外站合車合團，若需不合車不合團

之行程或加派領隊煩請事先告知，我們可另行報價。 



2. 訂金金額：訂金 15,000 元 / 每人；春節期間訂金 20,000 元 / 每人 

《團體包機機票一經報名繳訂後，旅客延期或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3. 訂金繳交期限：經服務人員確認成行後 2 天內，本公司保有訂單承接與否之權利 

4.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 

5. 請確認護照有效期限、必需於本行程回國日算起，有六個月以上之效期 

6. 本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 

7. 菲律賓簽證所需文件：※2022/4/1 起菲律賓紙本旅簽重新開放申請，但菲律賓 ETA 電子簽證目前仍處於暫

停業務狀態。 

★ 請事先於線上完成預約：台北辦事處 / 高雄辦事處 

◆ 觀光簽證申請表（可至簽證處拿取） 

◆ 必備文件 Check List（可至簽證處拿取） 

◆ 護照正本（依菲律賓離境日算起，六個月以上有效期） 

◆ 護照影本（以原尺寸列印於 A4 白紙上）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來回訂位記錄或電子機票 

◆ 疫苗接種證明 

◆ 抵菲前兩天註冊 One Health Pass (OHP)帳號，並於出發前 24 小時內填寫電子健康申報表。 

※未滿 15 歲孩童需附英文版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並與需父或母護照及簽證同送申請。未與父母雙

方同行者，需父或母其中一方親自攜帶資料到辦事處辦理公證。 

＊＊菲律賓不接受雙重國籍，只能持１本護照進出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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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十天 

9. 東南亞因路邊攤衛生極差，導致團員常拉肚子，請注意！水不可生飲；如需安排特殊餐食（忌牛或全素），

請務必事先告知。 

10. 長灘島飯店與餐廳目前實施全環保措施，不提供塑膠袋、塑膠吸管，敬請自行準備。 

11. 房間為標準二人一室，二張單人床，如因渡蜜月需安排大床之房間，請務必事先告知。 

12. 滿 7 歲小孩，必須使用佔床模式處理！報名時請告知出生日期，已確認可否適用不佔床價格，或需加床處

理。 

13. 飯店內多沒有準備牙刷、牙膏、睡衣與拖鞋，因此個人盥洗用品請自行攜帶。各地區陽光皆很強烈，太陽

眼鏡、帽子、防曬油等防曬用品也是必需品。 

14. 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壹萬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六萬元。 

15.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２０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新台幣約１７０元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

則 

16. 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視鼓勵（建議司機、導遊、領隊每人每

天共約新台幣２００元） 

17.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鼓勵的表示，並請以紙鈔為宜；多數的旅館和餐廳，會在帳單上加 12%的營業稅，

以及加上 10%的服務費。如果帳單上沒有加服務費，可以酌給 5~10%的小費。床頭、房間及行李小費敬請

自付，約 USD１元，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18. 接機：接機的親友，可事先撥至中正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查詢班機抵達之時間，以免久候或遲到。旅客

服務中心電話：０３－３８３４６３１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SundayAppointment@meco.org.tw/bookings/
https://outlook.office365.com/owa/calendar/ManilaEconomicandCulturalOfficeKaohsiung@meco.org.tw/bookings/
https://onehealthpass.com.ph/e-HDC/


19. 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20. 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21. 旅遊期間，因不可歸責於旅行社之事由，致旅客搭乘飛機、輪船、火車、捷運、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所受

損害者，應由各該提供服務之業者直接對旅客負責。但旅行社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協助旅客處理。 

☆此為包(加)班機行程，依包(加)班機航空公司作業條件，作業方式將不受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中第二十七條

規範，如因旅客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則訂金無法退回並需付清包機票價全額，請注意

您的旅遊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