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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平均溫度約 25∼ 35 度之間。

時差	 和台灣沒有時差。

匯率	 1 元披索 (PESO) 約等於 0.8 元台幣 (NT)。

飯店	 1. 請自備牙刷 . 牙膏、拖鞋、吹風機。

 2. 電壓為 220W，雙孔圓形與三孔扁型插座三腳圓身插頭或兩孔插頭因飯店不同有所不同，如需攜帶電器  
 用具，請必須攜帶萬用插頭以備需要。長灘島因電力不足常有跳電情形發生，渡假村及餐廳都備有發電 
 機，敬請見諒。

小費		支付小費為國際禮儀，建議行程小費如下： 
 1. 全程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新台幣 200 元。   2. 百勝灘船夫小費：每人 200 披索。 
 3. 長灘島船夫小費：每人 80 披索。            4. 行李小費：每件 20 元披索。 
 5. 床頭小費：每間房每天 20 元披索。             6. 按摩小費：每人 200 披索。

撥打電話
 1. 人在 < 台灣 > 打電話到菲律賓 台灣國際冠碼 (002)+ 菲律賓國碼 (63)+ 馬尼拉區 (2)+ 電話號碼

 2. 人在 < 菲律賓 > 打電話回台灣 菲律賓國際冠碼 (00)+ 台灣國碼 (886)+ 台北區域號碼 (2)+ 台北家中電話

長灘島自費項目報價																																								僅供參考仍以當地報價為準

※水上摩托車 /30 分鐘 PHP 2,500.00  ※拖曳傘 /15 分鐘  PHP 2, 500.00 
※香蕉船 /15 分鐘 PHP 250.00                ※飛魚 /15 分鐘  PHP 800.00 
※海底漫步 /20 分鐘 +VCD P1500             ※龍捲風 /15 分鐘  PHP 2,500.00 
※潛水 PHP 3000                          ※ ATV ( 單人 ) 1 小時  PHP 1000
※ ATV ( 單人 ) 2 小時 PHP 2000              ※ Bug Car ( 雙人 )1 小時 PHP 2000 
※ Bug Car ( 雙人 )2 小時 PHP 4000          ※ GO CART / 20 分鐘 PHP 1,000.00  
※沙灘按摩 / 1 小時 PHP 350.00            ※ Hayan SPA ( 金箔 ) US$60
※Lava Stone ( 熱石 ) US$80                 ※ Poseidon SPA ( 波塞冬 )  US$120

自費水上活動注意事項

海底漫步、拖曳傘、深潛活動等，依船家規定；需年滿 12 歲以上方可接受自費參加。

( 所有各國參加旅客均需簽署：確認免責同意書後，始能參加，若您無法認同簽署或不同意時，建議不要參加該各項

活動；身體有相關症狀如高血壓、心臟衰弱、癲癇、剛  動完手術、酒醉、孕婦等恕不適合參加各項水上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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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

是保障您的權益。

1. 請於班機起飛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2.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保握時間 , 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3. 搭乘飛機時，請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4. 請妥善保管護照、證件及個人貴重物品，請勿放於巴士、旅館、房間內以及大行李中，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

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並謹防扒手及陌生人搭訕。

5. 搭乘船隻、浮潛及從事所有水上活動時，請務必穿著救生衣。搭乘快艇請扶緊把手或坐穩，勿任意移動。海邊戲

水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6.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

口迅速離開。

7.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8. 使用浴室時 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發生危險。

9.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10.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 .. 等易增加身體負擔具有

刺激性的活動。

11.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12. 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若需自行外出，請告知領隊或團友，並應特別注意安全。

13. 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購物時也勿當眾清數鈔票。

14. 團體需一起活動，途中若要離隊需徵得領隊 / 導遊同意以免發生意外。

15. 遵守領隊 / 導遊所宣布的觀光區、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的注意事項。

16. 請自行準備胃腸藥、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17. 錢幣：台灣出境 (A) 台幣 : 現金不超過 60,000 元。(B) 外幣總值 : 不超過美金 10,000 元 ( 旅行支票 , 匯票不計 )。
18.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風俗與禁忌
1.  菲律賓人天性很熱情又善良，但是因為貧富差距過大及連年的天災人禍，導致於近年來治安的不安，請提高警覺，

注意自身安全，晚間 10 點以後避免在外活動。

2.  菲律賓的物價水準較低，飲食口味與台灣相近、英語大致通行。

3.  叫人時以手掌向下輕輕招呼，以大姆指和食指圍成圈表示 OK 的手勢是代表【錢】的意思，大姆指向上之手勢才

表示 " 同意 "，切莫誤用。

4.  島上餐食多以生猛海鮮為主，自助餐時勿食用過多生蠔，以避免引起腸胃不適，請攜帶腸胃藥，以備不時之需。

5. 彩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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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