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地底河流公園．全球最長的觀光地底河流，與 199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列為世界自然遺產，  

 並於 2012年當選「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烏攻探險場 Ugong Rock Adventures + 空中飛人 Zip Line 在巴拉望除了地底河流有著神秘的石   

 灰岩地形外，座落於一大片稻田間的 Ugong Rock地形，經由專業的響導人員帶領下,您會慢慢的 

 攀登上石灰岩的頂端，接著要來挑戰您的膽量，穿上安全的裝備後從跳台上滑向對岸的降落平台。 

★尋找螢火蟲和藍眼淚(夜光蟲)之旅 lwahig Firefly Watching 有多久沒有親眼看到成群的螢火 

 蟲在身邊閃耀呢?乘坐在小船上，手輕輕一撥水面就可以看到閃爍在水中的籃眼淚，和我們一起 

 來享受寧靜的夜晚和閃耀的夜光營火吧 

★特別安排一島一特色的渡假小屋 Dos Palmas Island Resort，享受如明信片般美景的海中渡假小 

 島，在島上有許多設施可以使用，讓您有一個不一樣的度假體驗。 
 

 

 

 

 

 

 

 

 

 

 

 

 

 

 

 

 

 

 

 

 

 

 

 
 

 詳細行程請上全日網站．點選 國外旅遊特惠專區或電洽公司  
 

 

 

 

 

 

 

 

 

  每周三、周五 高雄出發，六人即可成行  團費：31500元起 

 

巴拉望群島有著「菲律賓最後一塊處女地」的美稱，2007年 10月美國〝Conde Nast Travel〞雜誌票

選為【全亞洲最美的沙灘】，2011年又被〝國家地理雜誌〞評選為【全球 20個最佳旅遊景點】之一，

2014年“Conde Nast Traveler”更將【全球最美島嶼】第一名頒給婉如人間天堂的巴拉望。絕對會讓

您感受到不同的菲律賓另一種旅遊方式。 

全日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5273-1   品保南 0036    統編 84644977 

 

電話 07-3119745  傳真 07-3119034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 130號  服務時間：9點-21點 

歡迎 加入 

  全日旅遊．玩家   
ID：073119745 

本公司不定期發送旅遊特惠行程 

凡是以 LINE報名．國內外各項旅遊 ★送 7-11咖啡券★(贈送至 107年止) 

第 1天 高雄 馬尼拉 公主城 百年教堂(美軍紀念公園)/蝴蝶園與原住民村/紅樹林螢火蟲之旅/ 

       按摩 SAPㄧ小時 

第 2天 聖保羅國家公園生態之旅 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最長的地下河流～烏攻探險/Zip line空中飛 

       人滑翔/ Tiki Live Band啤酒或飲料乙瓶 

第 3天 本田灣跳島之旅【路尼島.班丹島】 浮潛+ BBQ/Dos Palmas度假村(一島一飯店) 

第 4天 一島一飯店 浮潛+菲式獨木舟泛舟 鱷魚養殖場土產店/馬尼拉 

第 5天 馬尼接 高雄 

 

 

 

 



 

*高雄經馬尼拉轉機 每星期三、五出發* (*以下航班為參考航班，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去程 CI 711高雄 07:50/馬尼拉 09:30 (轉機) 5J 643馬尼拉 11:20/ 公主港(巴拉望) 12:40 

回程 (第 4天) 5J 640公主港 17:55/馬尼拉 19:10 (第 5 天) CI 712馬尼拉 10:20 /高雄 12:00 
 

第一天 高雄 馬尼拉 公主城 百年教堂(美軍紀念公園)/蝴蝶園與原住民村/紅
樹林螢火蟲之旅/按摩 SAP ㄧ小時          

帶著輕便的行李(國內限重 15公斤)於高雄國際機場集合，搭機飛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經轉國內航班至巴拉

望(公主港機場)歡迎來到有這菲律賓『模範生態城市』美名的巴拉望，邀請您慢慢旅行在這海域之美、島上的寧

靜和乾淨的街頭巷尾中。在導遊的帶領下，我們來一趟市區觀光和公主港來個第一次接觸 

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 百年教堂:建立於 1872年的西班牙殖民時期，距今已超過一個世紀

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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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誠的在禱告。 

Plaza Cuartel 美軍紀念公園:為了紀念在 1944「巴拉望大屠殺」中殉難的美軍。這場屠殺中只有 11人

逃出死亡的命運，而美國電影「搶救前線」便是依據當年這一連串史實拍攝而成。 

蝴蝶園&原住民村:抵達後專車前往蝴蝶園，園內設有蝶蛹展覽吸引遊客前來認識公主港的美麗蝴蝶生態，還

有最著名的毒蠍，您大可以將牠捧在手心裡合影，在此還可一探原始巴拉望人文風貌，也可以體驗當地原住民的

狩獵方式、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膽子大的人不妨試試與原住民的寵物蟒蛇合影唷。！ 
探訪螢火蟲: 夜晚前往 Lwahig 河流觀賞螢火蟲，是當地推廣生態旅遊的代表景點之一。乾淨無污染的河域提

供了螢火蟲良好的生長環境，遊客２~４人一組，划著小船進行約 45 分鐘的航程，沿途可享受寧靜原始的自然風

光，尋找河岸閃閃晶亮的螢火蟲。此地螢火蟲和我們認知會飛的螢火蟲是不一樣的，牠們是整群生活在樹上，當

船靠近時，船夫會用紅光照射附近區域，此時螢火蟲對於紅光非常敏感，以為是有人要攻擊牠，所以會更用力的

發光來嚇退敵人，是一個非常特殊有趣的自然生態之旅。  

SPA 按摩:傍晚帶您去作個【全身精油按摩】，讓按摩師的巧手將你的疲勞一掃。   
(註：按摩 SPA 不含小費，請旅客自理披索 100/人；未滿 15 歲小孩，恕不贈送 SPA。) 
餐食:（午餐）海景風味餐或每人發 PESO 200 元(依訂中段航班時間為準) （晚餐）) KINABUCHS(樹蟲餐廳) 

住宿:  Acacia tree palawan 或同級旅館 http://acaciatreehotel.com/ 

第二天 聖保羅國家公園生態之旅 世界文化遺產；世界最長的地下河流～烏
攻探險/Zip line 空中飛人滑翔/ Tiki Live Band 啤酒或飲料乙瓶 

 



 

聖保羅國家公園展開生態旅行:碼頭穿上救生衣，搭上當地有名的蛛蛛船，前往聖保羅國家公園的入口。

下船後，換上小艘的螃蟹船，每人配戴一台中文解說機並由專業的船浮帶領您進入神秘黑暗的海底隧道，全長 8

公里，其中可以參觀的河流長度約 3.4 公里，在洞穴中請保持安靜，避免打擾居住在洞穴內的生物群，靜靜的聽

著解說機的導覽搭配著船伕的燈光指引，您可欣賞到鐘乳石長達千萬年的歷史而每一個鐘乳石呈現出各式不同的

畫像及雕像而還會觀賞擁有 30 幾種蝙蝠的蝙蝠洞，可讓你嘆為觀止！隊道口

與海平面齊平，蔚為奇觀；乘船入內參觀，洞內岩璧有被海水蝕後呈現的各

種奇岩怪石像，甚至包括渾然天成基督聖堂跟天然的耶穌神像、聖母瑪利亞、

大鳥、跳躍的駿馬、山璧間的寶石亮光等，與傳說故事相互對照有如神蹟般

的呈現，其鬼斧神工教人歎為觀止。 

UGONG ROCK ADVENTURES 鐘乳石洞探險：建議穿著方便

好走的鞋子，在導遊的帶領下慢慢攀爬這片座落於大片綠油油稻田中由石灰

岩構成的 Ugong Rock，您將穿梭在岩縫中，時而需要穿越狹小的縫隙、時而

需要延著繩索攀豋而上。 

Zip Line 空中飛人滑翔之旅：在綠色森林天花板上面蓋了 3 個巧妙平臺，加入密林飛行，飛躍從樹到樹通

過纜繩! 在地面之上的 30 米空氣騰飛經驗加上 1200 米長的線，有著獨特的螺旋樓梯的步行，橫渡非比尋常的天

空橋梁，570 米的高度及特殊的結構，想像自己是蜘蛛人從 40 米高的密林往下滑行，大片熱帶植物從你腳下一飛

而過；享受飛揚在綠林中的奇妙感，也讓這大片綠林為你解煩除憂。  

TIKI LIVE BAND: 一面欣賞樂團搖滾演奏,一面暢飲菲律賓最著名的生力啤酒,這才是您要的假期。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菲式自助餐  （晚餐）SKYLIGHT 海鮮餐  

住宿:  Acacia tree palawan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本田灣跳島 ISLAND HOPPING 之旅【路尼島、班丹島】 浮潛+ BBQ/ 
           DOS PALMAS 度假村(一島一飯店) 
  

本田灣:位於公主港東北方的 HONDA BAY，海灣內散佈著許多出色的島

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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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尼島上（Luli Island）設置的跳水區，是讓每位游泳高手

一較跳水技術的地方，而一大片美麗的水筆仔紅樹林，配上碧海藍天，

真是美翻了！幾艘船慵懶的靠在岸邊，使路尼島看起來更加悠然，最特別的

是漲潮時全島幾乎都在海平面下，走在島上彷彿成為輕功高手在施展著水上

漂呢！ 只要準備一些麵包，頭埋下去張開眼！便是色彩繽紛的熱

帶魚、海星，以及那各式各樣的生物。  

班丹島: 附近的海域，以許多小魚群為主，小丑魚、海星玩了一天，不彷試一試大榕樹下的菲式按摩，讓您消

除今日的疲勞。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海鮮 BBQ  （晚餐）飯店內用 

住宿:   Dos Palmas Island Resort 或同級 http://www.dospalmas.com.ph/ 
 

第四天 一島一飯店 浮潛+菲式獨木舟泛舟 鱷魚養殖場土產店/馬尼拉                     
Dos Palmas Island Resort：為島上特有的棕梠樹名，成為渡假村名稱的由來，

島上面積約 20 公頃，佔地相當廣大，雖然是一島一飯店的渡假村，但是由於離公主港

不遠，來此的遊客朝氣十足的從事各種海上活動，，欣賞海底生態及魚兒悠遊大海紛亮

麗的海底景觀保證讓您大飽眼福、於海上操控【獨木舟探險】。享受海域浮潛，觀賞海

底熱鬧的生物族群。讓溫暖的陽光、迷人的海景伴您渡過美好的海上假期。 
  

http://www.dospalmas.com.ph/
http://www.dospalmas.com.ph/


  
鱷魚農場：裏頭大大小小上千隻鱷魚，不管是淡水鱷／鹹水鱷，從一歲大僅手臂

大到二十歲比人還巨大的鱷魚就在您腳下嘻戲，如果你膽子夠大，不妨抱起三歲大的

鱷魚一起合照一下。下午搭乘飛機前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飯店內用 （晚餐）中式餐廳 
 住宿: 世紀飯店 Century park hotel 或同級 http://www.centurypark.com/index.php 
 
第五天 馬尼拉 高雄                             
起床後，充分的享受飯店主廚精心烹調的早餐，享受飯店內設施。在悠閒愉快中我們將依依不捨的前往艾奎諾國

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然後帶著滿滿的收獲與回憶，搭機返回高雄，結束愉快的菲律賓海外休閒渡假之旅。 

餐食: （早餐）飯店早餐 
＊以上行程順序僅供參考，如有變動請以當地旅行社為主＊ 

 

【 簽證資料 】 

1.護照正本效期需滿六個月以上、身分證影本、2 吋 2 張彩色白底六個月內近照，不可帶眼鏡。 

2.未滿 15 歲以下之小孩，須附戶籍謄本正本，且需父母其中一人隨行。 

 

PS：(1)小費:付小費是國際禮儀,亦為慣例,各國均有付小費的習慣,團體給當地導遊,每人每天 200 元台幣 

           計算,請各位旅客給導遊與領隊適當的鼓勵。 

    (2)本行程為６人以上即可成團，無台灣領隊隨團，但當地有華語導遊全程服務。 

    (3)馬尼拉－公主港－馬尼拉，國內段機票一經開票並無退票價值，恕無法辦理退票，敬請見諒。 

    (4)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機位 

      訂位及飯店預訂，機位飯店回覆 OK 後，作業金即轉為訂金。 

 

【 注意事項 】  

旅遊行程順序.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僅供參考,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有變更且同級飯店之權利。 

1.行程由於有菲律賓國內航班，而國內航班常有延遲或取消情形發生，馬尼拉國內班機若有延誤或取 

  消，只會於機場候機室內廣播，不會通知旅行社，航空公司也不會做任何賠償，行程會因中段航班 

  安排有所調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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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遊覽車，由車公司安排 

  接送都需合車，無法單獨一部車接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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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金錢:現金不可超過美金五千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新台幣不可超過肆萬元。  

5.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 15 公斤(國際線)   

    (如超重需現場付行李超重費用,超重費用以現場航空公司費用收取)及手提行李小件為原則  

    ※實際超重費用以航空公司現場收費為主。  

 

「***以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等考量，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或身體狀

況已較不適旅遊仍執意出遊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http://www.centurypark.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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