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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華航帛琉 PAK】藍色海洋泡泡旅遊４日  

( 二次出海、硨磲灣海洋獨木舟&網美 SUP 立式划槳 ) 

【帛琉 Palau】帛琉海底資源豐富不受污染，成為世界聞名的潛水聖地，擁有世界七大潛場「排名

之首」的海底景觀，1500多種繽紛熱帶魚。光是浮潛就可瞧見大批熱帶魚軟珊瑚，海的能見度高廿

公尺以下的深水魚可清楚瞧見；甚至坐在船上，拿一點麵包屑即可吸引無數熱帶魚前來搶食。由於

官方相當重視生態問題，因此得天獨厚的海洋天然資源仍保持相當完好，絕對是熱愛島嶼旅遊及潛

水者的理想天堂。 

行程介紹： 
【海豚灣~與海豚有約】期待已久，海豚研究中心是世界最大且環境最優美飼養海豚的地方，本中心

訓練海豚與人類互動，及研究海豚的種種生態。終於見到活潑可愛的海豚時而躍出、時而鳴叫，悠

閒的在您身旁來回穿梭，熱情的向您打聲招呼。湛藍的晴空綴映著海面如此璀璨，微風輕拂中，享

受蔚藍大海環抱之樂。沿著水上浮台更有三五成群的獅子魚用牠那美麗又巨大的胸鰭跟你揮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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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小藍洞七彩軟珊瑚區】被評鑒為世界七大水底奇景之一，以浮潛方式就能看到五彩繽紛、色澤豔

麗的軟珊瑚，隨著海波搖曳生姿，彷佛在向您招手，熱情歡迎您的到來；一朵朵長相奇特的腦紋珊

瑚附著在海底斷層上，所呈現出的驚奇證明它的獨特與眾不同。 

【大斷層】世界潛點之首的海底奇景，距離水平面 3呎突然驟降到 2000呎深的海底，景觀之壯闊，

不得不讚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在這裡您可看到世界三大洋彙集之珊瑚美景延著斷層生長，還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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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美麗的熱帶魚，拚湊成一幅美麗的畫，運氣好的話還可看到逗趣的小丑魚、鯊魚、魟魚、海龜等

美麗的海洋生物就在您身旁。 

 

【牛奶湖】大夥迫不及待地抓上一把天然的護膚聖品白色火山泥，其美容功效可媲美冰河泥及死海

泥，享受天然白色海泥 SPA，可深層清潔肌膚及美白。因湖底沈積著乳白色火山泥，使得水看起來

帶點牛奶色而得名，擁有豐富的礦物質、鹽份及少量的硫磺，愛美的你可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美容

之旅。 

【無毒黃金水母湖】世界獨一無二的，您必須先爬過一座小山、這座無波的湖泊底部與外海相通，需

行光合作用的水母每天清晨由湖底漂浮上來，成千上萬粉橘透明有如果凍般的無毒水母環繞您四周翩

翩起舞，這將是您旅程中前所未有的難忘體驗，也絕對值回票價。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出發地點 班機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中華航

空 
 桃園國際機場 

CI-

028 
 11：30 帛琉柯洛機場 16：15  3 小時 45 分 

中華航

空 
 帛琉柯洛機場 

CI-

027 
 17：45 桃園國際機場 20：50 4 小時 05 分 

自選飯店，團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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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報價不適用日期：12/22-01/01；01/26-02/05 

遇特殊節假日出發需另行確認價格 

◆行程介紹 

第一天 抵達帛琉~接機~WCTC 購物中心~飯店 CHECK-IN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彩虹的故鄉~帛琉。抵達帛琉國際機場後，請貴賓前往長虹專屬接機櫃檯，由專業

的中文導遊接機，搭乘巴士前往酒店。【WCTC購物中心】位於柯洛州市區的 WCTC超市，貴賓可先在

此採購所需用品及零食，帛琉最大的超市在各個社區也有分店，本店有 3層樓，是當地人購物的好

去處，各類商品也能為各國遊客提供補給。 

 

早餐：敬請自理 中餐：空中套餐 晚餐：飯店享用套餐或自助餐 

      (以飯店餐廳實際提供為主) 

住宿：帛琉飯店( 標準房 )或自選飯店 

第二天 (全日水上活動) 私人沙灘浮潛教學~海豚灣(與海豚有約)~山中湖日軍沈船遺

跡(靈芝珊瑚)~長沙灘島午餐~途經鯨魚島~海底花園百年玫瑰珊瑚保護區~小藍洞七彩

住宿飯店 售價/每人 小童佔床/不佔 單人房 

帛琉飯店 PALAU HOTEL ( 標準房 ) 
 

NTD 46900 
 

同大人/-3000 
 

 NTD 5,000 

帛琉愛來度假 Airai Water Paradise ( 標準房 ) 

帛琉愛來度假 Airai Water Paradise ( 海景房 ) 

NTD 46900 

NTD 48900 

同大人/-3500 

同大人/-3500 

 NTD 5,000 

NTD 6,000 

帛琉大飯店  Palasia Hotel Palau ( 市景房 ) 

帛琉大飯店  Palasia Hotel Palau ( 海景房 ) 

NTD 50900 

NTD 52900 

同大人/-4000 

同大人/-5000 

 NTD6,500 

NTD8,000 

帛琉老爺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標準花園房 ) 

帛琉老爺酒店 Palau Royal Resort (豪華海景房 ) 

NTD 54900 

NTD 57900 

同大人/-8000 

同大人/-9000 

 NTD10,000 

NTD13,000 

太平洋渡假村  Palau Pacific Resort (花園房 ) 

太平洋渡假村  Palau Pacific Resort (海景房 ) 

NTD 65900 

NTD 69900 

同大人/-12000 

同大人/-13000 

 NTD15,000 

NTD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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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珊瑚區(腦紋石斷層)~途經情人橋~海底奇景大斷層~途經德國水道及遠眺七十群島

保育區~海鮮晚餐(雙龍雙蟹海鮮餐) 

這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早晨。早餐後，巴士緩緩駛向【私人沙灘】，浮潛是本次帛琉行最重要的活

動，各位於沙灘旁領完裝備後，即由專業的教練，親切教導各位如何正確使用裝備及安全的浮潛，

就算怕水的你也能自在快樂的浮潛。隨後搭乘快艇穿梭於洛克群島間，進入眼廉的盡是一叢叢綠色

的蕈形島嶼與湛藍多層次的海水。 

期待已久【海豚灣~與海豚有約】，海豚研究中心是世界最大且環境最優美飼養海豚的地方，本中心

訓練海豚與人類互動，及研究海豚的種種生態。終於見到活潑可愛的海豚時而躍出、時而鳴叫，悠

閒的在您身旁來回穿梭，熱情的向您打聲招呼。湛藍的晴空綴映著海面如此璀璨，微風輕拂中，享

受蔚藍大海環抱之樂。沿著水上浮台更有三五成群的獅子魚用牠那美麗又巨大的胸鰭跟你揮手道

別。 

首先來到山中湖【日軍沈船遺跡】，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戰被擊沈的船艦殘骸，記錄著歷史的遺跡；

還有美麗的靈芝珊瑚及豔藍色的干貝成群的生長於船邊，就等你來拜訪。 

緊接著抵達【長沙灘島】，於海中央綿延二公里長的細白沙灘，甚至您可佇足於此，親眼目睹長沙

灘將海平面一分為二的情景，蔚為奇觀，午餐在此地享用美味餐盒和飲料。 

飽餐一頓之後，船隻經過無論近看遠看都像隻鯨魚般座落在海中央的【鯨魚島】及夢幻之島。 

接著來到【海底花園百年玫瑰珊瑚保護區】，海中美景猶如花園般的花團錦簇，更不乏各種種類、

成群結隊的魚群，還有帛琉國寶蘇眉魚在此與你同遊；百年珊瑚呈玫瑰花形狀，數量繁多且格外的

巨大豔麗，並有熱帶魚群穿梭在其間，熱鬧的嬉戲追逐對人類一點也不畏怇。 

再前往被評鑒為世界七大水底奇景之一的【小藍洞七彩軟珊瑚區】，以浮潛方式就能看到五彩繽

紛、色澤豔麗的軟珊瑚，隨著海波搖曳生姿，彷佛在向您招手，熱情歡迎您的到來；一朵朵長相奇

特的腦紋珊瑚附著在海底斷層上，所呈現出的驚奇證明它的獨特與眾不同。 

途經帛琉著名拍照景點【情人橋】，據說在此拍照的情人皆能白頭到老，你也趕緊來拍一張。在前

往海底奇景大斷層的途中，會先經過【德國水道】，這條筆直的水道貫穿著帛琉環礁也是巨蝠魟必

經之地；帛琉【七十群島保育區】，洛克群島所屬的七十島(Seventy Islands)，是全帛琉從空中或

水中看都最美的地方，經常被拿來當作帛琉景觀代表。在 1956年被帛琉政府規劃為生態保護區，只

有科學家可以進入這個區域，這裡有全帛琉最完整而豐富的海洋生態。 

來到世界潛點之首的海底奇景【大斷層】，距離水平面 3呎突然驟降到 2000呎深的海底，景觀之壯

闊，不得不讚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在這裡您可看到世界三大洋彙集之珊瑚美景延著斷層生長，還

有成群美麗的熱帶魚，拚湊成一幅美麗的畫，運氣好的話還可看到逗趣的小丑魚、鯊魚、魟魚、海

龜等美麗的海洋生物就在您身旁。 

晚餐享用超級雙龍雙蟹海鮮大餐(保證龍蝦 x2、紅樹林蟹 x2，）。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中餐：露天外島精緻餐盒+飲

料 

晚餐：雙龍雙蟹海鮮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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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帛琉飯店( 標準房 )或自選飯店 

第三天 (全日水上活動) 牛奶湖火山泥天然 SPA~鯊魚島午餐~驚奇鯊魚城~無毒黃金水

母湖~百年巨型干貝城~夢幻七彩魚世界(藍色鹿角珊瑚)~海鮮晚餐帛式龍蟹貝海鮮餐

(野生干貝兩吃) 

今天讓我們以最愉悅的心情再次搭乘豪華雙引擎快艇，忘情穿梭于有水上花園之稱的洛克群島，傳

說中由巨人身軀幻化成的洛克群島，數百個大小島嶼矗立在南太平洋中；首先來到最受女性歡迎的

【牛奶湖】，大夥迫不及待地抓上一把天然的護膚聖品白色火山泥，其美容功效可媲美冰河泥及死海

泥，享受天然白色海泥 SPA，可深層清潔肌膚及美白。因湖底沈積著乳白色火山泥，使得水看起來

帶點牛奶色而得名，擁有豐富的礦物質、鹽份及少量的硫磺，愛美的你可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美容

之旅。 

不知不覺也抵達原始風光的【鯊魚島】，鯊魚島鄰近鯊魚城因得此名，午餐在此享用美味餐盒和飲

料，餐後您可小憩片刻，海風輕拂不妨趁機打個盹或享受熱情的日光浴，在島上隨手一拍就是網美

照。 

【驚奇鯊魚城】近納美爾斯島的一處海底沙丘，船隻漸漸接近至沙丘附近漫游的鯊魚群，讓客人能

近距離體驗看鯊魚刺激驚險的感覺，眼見鯊魚出現的數量眾多，感到全身緊繃驚叫連連，能夠和鯊

魚如此近距離此生難忘。 

隨後繼續前往世界獨一無二的【無毒黃金水母湖】，您必須先爬過一座小山、這座無波的湖泊底部與

外海相通，需行光合作用的水母每天清晨由湖底漂浮上來，成千上萬粉橘透明有如果凍般的無毒水

母環繞您四周翩翩起舞，這將是您旅程中前所未有的難忘體驗，也絕對值回票價。 

在【百年巨型干貝城】你能看到全世界最大貝類，它就是巨型硨磲貝。全世界總共有九種不同種類

的硨磲貝，在帛琉海域裡就可以發現其中的七種。一般長大後的尺寸可達 120-180公分，重量更是

超過上百公斤!在帛琉數量已日漸稀少，在各國海域裡更早已是消失絕跡。目前巨型干貝城已經立法

成為一處海洋保育區，禁止任何人在此盜採干貝。 

【夢幻七彩魚世界】如果說帛琉是浮潛的終極篇，那麼夢幻七彩魚就是看魚的終極篇。同時也可見

到稀有的鹿角珊瑚，呈現藍色及紫色茂密如叢林班壯觀，在藍色的海水及藍色的珊瑚造就了這一座

藍色水晶宮，在各形各色的熱帶魚襯托之下更顯特別。這邊的魚數量超多，種類也很多，有帛琉國

寶-蘇眉魚、水針、光圈、雀雕、粗皮雕等等，色彩斑斕、美不勝收，讓人目不暇給，人就像被包圍

在魚群當中，在此不得不感嘆帛琉的海洋生態如此之豐富。 

晚餐享用特色帛式龍蟹貝海鮮餐(野生干貝兩吃)。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中餐：露天外島精緻餐盒+飲料 晚餐帛式龍蟹貝海鮮餐(野生干貝兩吃) 

住宿：帛琉飯店( 標準房 )或自選飯店 

第四天 硨磲灣海洋獨木舟&網美 SUP 立式划槳~市區觀光（長堤公園、KB 大橋）~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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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下午茶帛琉當地特色現烤漢堡+芒果冰沙~送機 

帛琉寧靜的清晨，毫無城市中的喧囂，彷佛盡身在伊甸園般的輕鬆自在，我們先來到絕美靜謐，海

天一色的硨磲灣，開始進行【硨磲灣海洋獨木舟】，兩人一艘獨木舟，讓我們用自己最適合的步調，

航行在與世隔絕的平靜海面上，體驗輕鬆樂活的感受。浪漫划行於海域上，可欣賞到帛琉特有的綠

色蕈狀島嶼，矗立其間，也可以遠遠看到一片原始的紅樹林生態區，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網美

SUP立式划槳】玩網紅專屬 SUP立槳板時需要專心才能保持直立，全心全意沉浸在當下的活動。如

果你覺得自己是個平衡力不好的人，請不要擔心，記得要先跪下來，直到你能拿捏到板子的感覺，

以及如何操縱立槳板為止。SUP可以鍛煉腹部的核心肌群，實際上是一種很好的皮拉提斯鍛煉方

法。它也可以鍛鍊下背部肌肉，特別是在脊柱扭轉和伸展下背部時鍛鍊腹斜肌，還有手臂和腿部，

尤其是大腿肌肉。輕划獨木舟或 SUP，會讓人有如置身於山水風景畫中的美感，用自己的雙手划向

藍色的大海，這樣如此貼近大自然的感受，唯有親自體驗才能了解。 

飯店午餐後來到【長堤公園】位於柯羅州近郊的海濱公園，是一處極佳的休閒場所，常常有人在此

野餐或聚會並引吭高歌。從早上就能看到當地人帶著一家大小在清澈的水中游泳，非常享受樂活人

生。 

【KB大橋】是遊客們“必經”的景點，因為 KB大橋是科羅州 Koror與北島 Babeldaob之間唯一路

面交通聯繫要道。當初原先由韓國建於 1978年的橋已倒塌，現在的大橋是 2002年日本捐建。在橋

下可以飽覽海上風光，遠眺海中小島，大橋下的涼亭提供遮蔭，讓人好好欣賞一下藍藍大海，還能

看到當地的孩子在橋墩上玩跳水，另外這裡還有鞦阡、蹺蹺板等遊玩設施，還有給大人做運動的器

材。到了假日或節日，這裡也是當地人舉辦活動的場所，例如賽船、生日派對等等，是當地人不可

缺少的休閒聚會場所。 

貼心提供下午茶:在當地相當具有人氣的【現烤漢堡+芒果冰沙】。 

整理好行李，乘車前往帛琉國際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這彩虹的故鄉，回首帛琉之旅，

卻是永遠甜蜜的回憶。 

 

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中餐：飯店享用套餐或自助餐 

  (以飯店餐廳實際提供為

主) 

晚餐：空中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重要提醒】 
台灣桃園機場/帛琉經濟艙來回機票。（此為包機操作，航空公司保有變更起降時間之權力，故正確
起降時間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旅客報名付訂後亦須配合不得取消）。 
航班以包機操作如付訂金簽約後取消行程 除依定型化契約規定辦理如已開票需支付機票全額票價。 

【團費包含】 
1.團體機票(不可延回及脫隊，需團去團回)。 
2.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帛琉當地住宿四晚(雙人一室)。 
4.行程表列內容及餐食。 
5.帛琉政府稅金:出海證 USD50、離境稅及環保稅金 USD100、水母稅 US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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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費不包含】 
1.本價格費用僅限於持台灣護照旅客。 
2.護照新辦費用。 
3.自費活動項目費用。 
4.台灣桃園機場出境新冠肺炎篩檢費用一次＄5000/次（需由旅行社代收，於尾款支付） 
  全聯會驗證作業費＄500/人（需由旅行社代收，於尾款支付） 
5.泡旅遊專屬旅遊險                     ＄2500 
6.返國後第五天新冠肺炎篩檢費用 4.每日旅館客房清理、行李小費。 
7.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個人護照申辦費用。 
8.行程中其他服務人員之小費，如床頭小費毎人每天美金 1元、導遊+隨團服務人員小費毎人每天美
金 15元，4天共美金 60元。 
★帛琉當地均以合車及合船方式操作，不得脫隊。 
★隨團服務人員為共同協派，敬請了解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