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2/2、4、16                                         團費：每人/NT25,200 起 

      1/16                                       團費：每人/NT26,4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辦證費用)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本行程為超值經濟型的宿霧團體，住宿等級及餐食相關設定均為適中等級，若您的旅遊需求為較高規格之旅遊產品，請另行

參考本公司所提供：雙宿雙菲～五星度假村、愛戀薄荷島、大斷層浮潛五日旅遊產品，以免與您的高期待產生落差，影響遊

興。 

本行程系以《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台灣不派領隊隨行，安排中文導遊於當地機場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於機

場內的過海關、辦理入出境等相關作業均需由旅客自行處理，本公司於兩地機場均有專人協助旅客辦理登機手續。  

註 1：此團型 10 人以上即可成行，全程由導遊於當地服務，若您的旅遊需求是全程有領隊隨團服務，請勿報名此種團型，

請另擇適合之團體旅遊參加。 

註 2：本團型當地進行觀光行程時，可能有與其他旅客合團合車及合船進行之事實，在此特別說明。 

註 3：若當團實際報名人數超過 15 位以上，本公司即會加派台灣領隊隨行服務。 

註 4：小費給付：每位貴賓每天 NTD200 x 5 天=NTD1000。 

長榮航空蛋黃哥彩繪機命名為“慵懶機?，自 2017 年 02 月 15 日起，在台北飛往宿霧的航班與大家相聚，在機身彩繪上可

看到蛋黃哥以其一脈慵懶的個性，不疾不徐的收拾著行李，準備迎接美好的假期，緩緩地將太陽眼鏡、培根被、相機、帽子、

雞蛋包放入行李箱中，收累了就小歇一下，簡明的構圖搭配鮮豔的色彩，及蛋黃哥傳神、逗趣的表情，讓人看了不由自主心

情就放鬆了起來。  

機艙內從頭墊紙、抱枕、餐具、紙杯、餐巾紙、安全需知卡、撲克牌、兒童餐盒…等多達 30 項服務用品，皆以蛋黃哥圖騰

進行設計，亮麗的鮮黃，讓機艙環境更顯明亮、充滿活力，眼尖的旅客還可發現，連空服員的圍裙上，也有蛋黃哥的陪伴呢。 

註：長榮蛋黃哥彩繪機，有時會因班機調度、檢修等因素異動變更。機型若有異動，敬請理解！ 長榮航空公司保有更換航

線及機型之權利，詳情請連至官方網站。或請參考長榮航空公司官方網站。首頁》時刻表與航線》旅遊與航班訊息》搜尋與



蛋黃哥彩繪機相關資訊。機型若有異動，敬請理解！ 

 

關於宿霧 

宿霧省 Cebu 本島呈狹長型，南北長 225 公里，四周環繞了包括宿霧市海濱的 167 個小島，其中有些甚至無人居住，是探

險尋奇客最嚮往之地。宿霧熱帶島嶼的特徵是具有狹窄的海岸線，石灰岩地質的高地，及海岸的平原。在內陸，有起伏的丘

陵，南北走向的山嶺，最高峰達 1000 公尺。  

宿霧怎麼玩最好玩？跳島(Island Hopping)是這裡最流行的旅遊方式，跳上當地特有的螃蟹船(Banca)出海，悠遊宿霧與薄荷

島周邊知名的浮潛聖地與私人島嶼，海平面上下的美景盡收眼底。到宿霧南方的 Oslob 小鎮，還能近距離欣賞世上最大的魚

類─鯨鯊，甚至可以在牠身邊游泳！  

離開岸邊，薄荷島上必訪的還有由上千座可愛小丘組成的巧克力山，以及世上最小的猴類─眼鏡猴。如果喜歡逛市集尋寶，

除了大型 Shopping Mall，還可以造訪宿霧市最大的傳統市集─卡邦市場(Carbon Market)，別忘記留點胃口給當地傳統美

食 Lechon，Lechon 是烤乳豬的意思，在宿霧有不少名店，保證意猶未盡。  

【旅遊簡圖】  

 

【行程特色】 

■長榮航空直飛，免去轉機之苦～宿霧只要 2.5 小時。 

■全世界唯一且最小的迷你眼鏡猴、遠觀巧克力山丘。 



■世界奇觀-海底奇景大斷層浮潛:淺藍色珊瑚海，和深藍色見不到底的神祕海域+海豚追蹤。 

註：浮潛時需要的基本裝備呼吸管﹑面鏡﹑救生衣都幫您準備妥當了哦﹗ 

■特別安排薄荷島 1 晚法拉聖度假村悠遊享受 

註:如遇渡假村滿房會提供同等級飯店。 

■遊覽四周滿佈海星而成為海星生態區的海星島(資生堂島)+奧蘭哥加勒比海島。 

■參觀宿霧有名的百貨公司 SM 或 AYARA 購物廣場。 

■宿霧市區觀光：聖嬰教堂、麥哲倫十字架、聖派特羅堡。 

■贈送每人乙個全新咬嘴。 

 

【飯店安排】 

註 1：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宿霧市區飯店 

Mandarin Plaza Hotel 曼達林飯店 

位於宿霧市，地理位置優越，曼達林廣場飯店是宿霧短途遊的理想出發點。這家 3 星級飯店離機場 

僅有 15.9KM 的路程，交通方便。靠近 AYALA 購物中心 Filipino 賭場。15 分鐘的車程可以前往 SM 

購物中心。註：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Bayfront Cebu Hotel 灣景酒店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便利，距離 SM 購物中心，走路約 3 分鐘。共有 168 間房間可供客人選擇，都給人 

以安靜典雅的感覺。提供自助式早餐。房間乾淨、優雅，有舒適的床鋪和完善的設施。 

註：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Summit Galleria Cebu 史密特飯店 

位於宿霧市，距離 SM 購物廣場有 1.2 公里。飯店內設有一個室內游泳池，所有的客房均提供免費無線網絡。客房內均設有



空調，平面電視，衣櫃和保險箱.等。每間私人浴室都配有淋浴和吹風機及沐浴用品。 

 

薄荷島渡假酒店 

Flushing Meadows Resort 綠光大地度假村 

酒店共有 51 間客房，每間都有私人陽臺及專用的小花園，您可以獨霸美麗的海景。酒店內有國際級的網球場、孩童釣魚場

及各種水上運動。游泳池附近設有按摩區，也可以在客房內享受令人舒體通泰的 SPA 服務。 

 

【注意事項】  

1.敬請注意！凡入境菲律賓攜帶有未拆裝的奢侈品，例如名牌包或名錶一律將予以課收高稅賦。 

2.菲律賓的餐食文化非常不同，口味較重偏酸鹹請各位貴賓入境隨俗。鄉村地區或是非市區的地方均為菲式風味餐，菜色較

為簡單；並無中式合菜。而離島的環境，遠離市區，用餐環境設備較為簡單。又因食材皆需仰賴船隻運送，故臨時要加菜較

為困難。註：吃素的客人請自行準備習慣的罐頭食品。 

3.菲律賓旅遊團體會有隨車照相小弟，是為發展菲律賓觀光事業，以販售照片及服務為主，菲律賓旅遊局公定價格為一張

PSO$250 菲幣，可視本身需求自由選購。(有部分旅客可能會覺得有隱私權不方便照相，請告知領隊或導遊) 

4.菲律賓觀光由於較晚開發，各種基礎建設均未臻完善，交通、住宿、電力、遊覽車及路況等各式軟硬體設施無法與鄰近東

南亞國家相提並論，但卻絲毫不曾減損菲律賓自然文化及天然美景所呈現的純樸。請抱持入境隨俗的閒適心情旅行，定能懷

抱滿囊、收獲豐碩。祝您旅途愉快！ 

5.本行程飯店須保證入住，故旅客於確認報名後，即為擔保入住，須負擔房費全額。下訂後欲取消、延後、或變更行程者，

將會依照實際損害向旅客收取全額房費。 

6.十五歲以下小孩需父或母同行，若父或母沒有同行需其中一人帶小孩親自去菲簽處公證，公證後小孩才可辦菲簽，且進入

菲律賓各機場需另再付 3500 元披索之通關費。(詳細公證資料請參考簽證說明)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BR281  台北(桃園)  宿霧  07:10  10:05  

第五天 BR282  宿霧  台北(桃園)  11:10  14: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桃園宿霧市區觀光(聖派特羅堡、麥哲倫十字架、聖嬰大教堂) 皇冠麗晶酒店主題

餐廳(空中巡航軌車或高空漫步二選一) 宿霧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往西班牙人最早登陸的地區，以美麗海灘聞名，素有《南方皇后》之



稱的菲律賓第二大城～宿霧。除了遺留有濃郁的西班牙色彩外，更散發出一股亞洲獨特的熱帶氣候與風

土人文交織而成的活潑氣息。  

【聖派特羅堡】位於港口旁邊，與馬尼拉的聖地牙哥城堡並稱為菲律賓最古老的城堡，是西班牙最初抵

達菲律賓時建造的，二戰時，該城堡曾被用來抵禦日軍；美軍統治時代用作軍官的營房；現在則被改建

為學校的課室。碼頭旁的 San Pedro 炮台就是西班牙進入宿霧的首個駐點，炮台後來改建為紀念公園。

有濃郁的西班牙色彩外，更散發出一股亞洲獨特的熱帶氣候與風土人文交織而成的活潑氣息。 

【麥哲倫十字架】由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所豎立，用以標誌菲律賓人的受洗地點，且可治百病。此十字

架更為天主教代表西方文化浸染菲律賓國家的開始，別具歷史意義。 

【聖嬰大教堂、幼年耶穌基督像】這些都象徵著菲律賓人的虔誠與信仰，藉由歷史的名勝古蹟，帶您進

入菲律賓的成長過程與民俗文化。 

晚餐安排皇冠麗晶酒店 37 樓的【Sparkz RestoBar 國際美食主題餐廳】宿霧最多選擇性的國際美食。

另可體驗全世界只有四組且全菲律賓唯一的 Sky Walk Extreme 高空漫步，身穿安全衣綁安全索，沿著

本樓層飯店建築物外緣強化玻璃步道漫步雲端。或可選擇體驗全世界首創且唯一的 The Edge Coaster

空中巡航軌車，沿著 38 樓航軌平行巡弋，整個宿霧從海平面到城市盡在眼底。 

註 1：此為飯店贈送活動(二選一)，如不參加，恕無法要求退費或轉讓。 

註 2：參加者請自備運動鞋及襪子。 

註 3：18 歲以下未成年兒童顧及安全因素，改贈送皇冠 4D 動畫電影。 

如空中巡航軌車因遇維修或暫停使用，替代活動為空中飛人。 

註:如無維修或暫停使用，無法另外指定空中飛人之活動。 

註:空中飛人，規定 95 公斤以上旅客，無法乘坐，敬請見諒! 

▲注意事項 1： 

由於宿霧當地所使用之團體旅館，多數由於規模不大，所以大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方式為主要的供水方式；於是在同

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盡量避開大家重覆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注意事項 2： 

宿霧觀光由於較晚開發，各種基礎建設均未臻完善，交通、住宿、電力、遊覽車及路況等各式軟硬體設施無法與鄰近東南亞

國家相提並論，但卻絲毫不曾減損宿霧的美與精采。請抱持入境隨俗的閒適心情旅行，定能懷抱滿囊、收獲豐碩。祝您旅途

愉快！ 

▲注意事項 3： 

十五歲以下小孩需父或母同行，若父或母沒有同行需其中一人帶小孩親自去菲簽處公證，公證後小孩才可辦菲簽，且另於進

入菲律賓各機場需再付 3500 元披索之通關費。(詳細公證資料請參考簽證說明) 

   

(早餐) 機上輕食 (午餐) 菲式風味料理 (晚餐) 37 樓 Sparkz 主題餐廳 

住宿：Mandarin Plaza Hotel(公共區域 WiFi，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Bayfront Hotel(公共區域、房間 WiFi，

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Mezzo Hotel Cebu(公共區域 WiFi) 或 Crown Regency Hotel(公 或 Summit 

Galleria Cebu(公共區域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2天 宿霧薄荷島(漂流竹筏屋、迷你眼鏡猴、遠觀巧克力山)船程約 2.5 小時綠光大地度假村 
專車前往碼頭，搭乘豪華噴射飛翼船前往薄荷島，奔向菲律賓非常出名的渡假聖地～【薄荷島】。 
世界十大奇景之【巧克力山】共有 1268 個圓錐形山，群山不高，僅 40 至 100 米，地質屬石灰岩，從
高處下望，像是一個個堆放在地上的乾草堆，一覽無遺，但春天青翠的群山，一到夏天，石灰乾涸而把
整座山的山形收緊，一個個乾草堆都乾枯了，顏色也變成咖啡色，遠看有如日常吃的巧克力，巧克力山
一名由此而來。 
【漂流竹筏屋小船】沿著原始茂密的叢林逆流而上，船行其間沿途更可感受到那原始叢林的神秘與驚奇，
彷彿來到了桃花源記般的那麼的熟悉，行程景色迷人不枉此行。 
全世界最小的猴子～【迷你眼鏡猴】其最大特色是頭部可轉動一百八十度，瞪著兩隻貓頭鷹眼，眼珠碌
碌，身上的毛如絲絨，又厚又軟，長長的尾巴配上大耳朵，十分趣怪，也很討人歡喜。據說拍 ET 外星
人的電影正是以眼鏡猴的樣子做 ET 外星人的藍本。 
註 1：由於前往薄荷島的交通飛翼船置放行李的空間較為狹窄，且只在薄荷島體驗住宿一天，為避免過多的行李造成不便，

建議將大型行李寄放在宿霧的飯店，只拿一天的盥洗包前往薄荷島即可。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菲式竹筏風味料理 (晚餐) 度假村晚餐 

住宿：Flushing Meadows Resort(公共區域 WiFi) 或 Alona Kew White Beach Resort(公共區域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3天 薄荷島(海豚追蹤、海底奇景大斷層浮潛、聖約瑟夫教堂、歃血盟約紀念碑)船程約 2.5 小時宿霧 

搭乘螃蟹船追蹤【海豚生態群】運氣好的話，您將可看的到成群結隊的海豚並直接感受這些可愛的海豚

環繞在船的四週頑皮嘻鬧且跳躍著享受彼此追逐之樂趣，於此海域美麗的島嶼群(珊瑚島、尋夢島、白沙

島)呈現的盡是翠綠椰林與白柔沙灘，與眼前的藍天碧海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有機會您可於沙灘上走走

或是游泳或是照相。 

【海底奇景大斷層浮潛】海底奇景大斷層從 20 呎的海底突然落差到 3 千呎，景觀相當壯麗，在這裡您

可看到珊瑚美景延著斷層生長，此處珊瑚壯麗呈玫瑰形狀，格外的巨大且艷麗，海中美景猶如花園般花

團錦簇，還可看到成群美麗的熱帶魚及逗趣的小丑魚、等美麗的海洋生物，形成一幅美麗的畫，繽紛的

珊瑚、各式的魚群等著你餵食，好有趣。 

【海景農場】可看到有機青菜、水果、鮮花的栽種及蜜蜂的養殖，還能看到如何利用植物籤維製作手工

藝品、傢俱、等過程。品嚐主人的私房菜，舉凡麵包、奶油、鮮花沙拉、番茄醬與芝士汁，全都是自行

製作，總之入口酸甜醒胃、健康無比。 

註:如因天候或海象不佳等因素，導致船隻無法出海，考量旅客生命安全問題，而無法出海改替代行程為渡假村自由活動及贈

送每人兩包芒果乾(午餐不變)。 

【聖約瑟夫教堂】結合了羅馬天主教的建築特色，帶出一種新羅馬寺廟的風格，讓信徒隨時與天主溝通。

教堂內大量古代文獻保存良好。 

【歃血盟約紀念碑】這裡有記載了當地的祖先箄簬籃屢的歷史與艱辛的故事。 

下午搭乘飛翼快艇返回宿霧本島。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海景農場私房菜+特調飲料 (晚餐) 精緻中式海鮮餐 

住宿：Mandarin Plaza Hotel(公共區域 WiFi，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Bayfront Hotel(公共區域、房間 WiFi，



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Mezzo Hotel Cebu(公共區域 WiFi)或 Crown Regency Hotel(公共 或 Summit 

Galleria Cebu(公共區域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宿霧雙跳島(資生堂島+奧蘭哥島) 魚類保護區浮潛享用離島 B.B.Q 燒烤海鮮
餐SM 或 AYARA 購物廣場宿霧 

【坦布里 BEACH】在一片碧海藍天之中，享受一下白沙、椰林的美麗景致，放鬆心情，帶著浮潛用具，

搭乘菲律賓特有的螃蟹船出海，探訪各具特色的島嶼，沿途船家還會尋找幾顆生鮮海膽，沾著哇沙米與

醬油，讓遊客當場嚐鮮，算是相當特別的體驗。 

【資生堂島(著名化妝品廣告拍攝地；約 40 分鐘】這裡的海水清澈見底，您可嘗試游泳、浮潛，於壯麗

的珊瑚礁、海星間穿梭，與斑爁熱帶魚一同悠游於大海，或做日光浴，享受大自然與陽光的洗禮，此地

更為特殊魚類保護區，您可準備些食物享受餵魚的樂趣。  

【加勒比海島】島上白沙躺椅在椰林環繞樹蔭下，乍見還以為身處五星級飯店的設施。這裡是個海水清

澈見底的魚類保護區，您將在此浮潛，美麗的珊瑚、海星間穿梭著，跟熱帶魚一同悠遊於大海，記得準

備些食物順便享受餵魚的樂趣。也可以悠閒躺在沙灘上的躺椅享受海天一色的美景。午後，返回坦布里。

回程時您可盡情地欣賞南洋島嶼的明媚風光。  

午餐安排享用 B.B.Q 燒烤海鮮餐與南洋水果。 

午後，返回坦布里。回程時您可盡情地欣賞南洋島嶼的明媚風光。 

註:請勿於資生島自行購買海鮮，當地衛生環境不佳，容易引起身體不適，請避免食用。 

註:若因天候因素或海象不佳等因素，導致船隻無法出海，考量旅客安全問題，將改替代行程：吉他工廠市區觀光加午餐，不

便之處，敬請見諒。 

【SM 或 AYARA 購物廣場】您可在購物廣場內自由購物，商場內物美價廉，應有盡有，對有購物狂的你，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採購一番。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BBQ 燒烤海鮮餐+南洋水果 (晚餐) 20 樓景觀餐廳 

住宿：Mandarin Plaza Hotel(公共區域 WiFi，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Bayfront Hotel(公共區域、房間 WiFi，

需求大床每房每晚需加 300 元) 或 Mezzo Hotel Cebu(公共區域 WiFi) 或 Crown Regency Hotel(公 或 Summit 

Galleria Cebu(公共區域 WiFi) 或 同級旅館 

第5天 宿霧機場桃園 
早餐後，整理行裝後，專車前往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宿霧

浪漫休閒之旅。 

註 1：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機上套餐 (晚餐) X 

住宿：甜蜜的家 

 
 自  費  活  動 :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宿霧 精油按摩 

您可參加全身精油按摩，讓您疲累的身驅穫的改善，消除旅遊疲勞。 

活動時間： 90 分鐘/120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來回接送 

幣別：USD 

大人：40/50 

小孩：不適用 



特別說明： 需事先預訂 18歲以下小孩不適用此療程.療程完畢需付小費披索 100元/時 

營業時間： PM13:00-PM24:00 
 

宿霧 薄荷島 

帶您專車前往港口搭乘豪華噴射飛翼船，奔向菲律賓非常出名的渡假聖地－薄荷島。抵

達薄荷島後隨即展開一場當地的文化之旅來認識 BOHOL，前往全亞洲最古老的教堂，

巴卡容教堂、歃血盟約紀念碑。並安排搭乘漂流竹筏屋小船沿著原始茂密的叢林逆流而

上。餐後，我們來去看看全世界唯一最小的猴子－迷你眼鏡猴(TARSIUS MONKEY)，接

著前往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巧克力山，一共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個。 

活動時間： 4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菲式自助午餐 

特別說明： 無 

營業時間： 早上 
 

幣別：TWD 

大人：2500 

(10 人以上) 

大人: 2900 

(6~9 人) 

小孩：同價 

宿霧 
熱石按摩及

臉部保養 

來自天然的火山石，經過溫度的結合，從下至上配合著頂級精油，適當的熱度貫穿全身，

有如打通身體的阻塞，讓您想一試再試的喜悅。 

活動時間： 2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來回接送 

特別說明： 療程完畢需付小費披索 200 元。 

營業時間： 10:00AM-11:00PM 
 

幣別：USD 

大人：70 

小孩：不適用 

宿霧水

上活動 
潛水課程 

初學者的靜水及淺礁體驗潛水(10 米以內) 

備註 1：適用於雙跳島及入住馬坦島的行程。 

備註 2：如活動中因個人因素無法完成活動，則無法完全退費，以店家實際退回金額為

主。 

活動時間： 1.5 小時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陸上客程、海邊或泳池試潛、海底深潛(深度約 10 米內)、電子檔照片、中

文教練。 

特別說明： 請斟酌自身情況。配合工作人員的行前安全說明。 

營業時間： 09:00-17:00 
 

幣別：PESO 

大人：3500 

小孩：15 歲

小孩子不適

合此項活動 

宿霧水

上活動 
香蕉船 

參加水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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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適用於雙跳島及入住馬坦島的行程。 

活動時間： 15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水上活動裝備 

特別說明： 需 6 人同行 

營業時間： 08:00-17:00 
 

幣別：PESO 

大人：300 

小孩：10 歲

小孩子不適

合此項活動 

宿霧水

上活動 
拖曳傘 

快艇會順著風勢拉起拖曳傘，最高可升到約７層樓高，乘著風勢登高望遠，好不暢快！ 

備註：適用於雙跳島及入住馬坦島的行程。 

活動時間： 15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水上活動裝備 

幣別：PESO 

大人：2500 

小孩：15 歲

小孩子不適

合此項活動 



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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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08:00-17:00 
 

宿霧水

上活動 
噴射快艇 

參加水上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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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適用於雙跳島及入住馬坦島的行程。 

活動時間： 15 分鐘 

報名方式： 當地報名 

費用包含： 水上活動裝備 

特別說明： 需 4 人同行 

營業時間： 08:00-17:00 
 

幣別：PESO 

大人：2500 

小孩：10 歲

小孩子不適

合此項活動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顎至頭頂
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籍謄本(驗
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之戶籍謄
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委由旅行
社業者代辦。 
 

◎本行程費用含簽證代辦費用；因簽證費用屬於國家單位設定之行政規費，且屬於代辦性質，與旅遊品項費用有別，所以若

是各旅遊地政府有公告調漲或調降時，敝公司將即通知貴賓補費或退費，感謝您的配合。  

本團型採用團體簽證，若因旅客個人因素需求提早辦理簽證，則需加收 NT300 改為辦理個人簽證。  

★簽證需要資料：不分團簽或個簽皆需準備 護照正本效期 6 個月以上 身份證 1:1 大小，正反面影本 1 份(規格不符，一律退

件) 六個月內 2 吋照片 2 張(一定要彩色白底，要大頭的照片，頭到下巴 3.2～3.6 公分，照片也不能和身分證及護照上的一

樣，不能帶眼鏡、墨鏡、有色隱形眼鏡鏡片或瞳孔放大片，影響辨識人貌，視障者除外，衣服不能露肩樣式，照片背後請寫

上名字，特此重申。 15 歲以下之小孩，要附"3 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且父或母要同行並同時送簽證。 所需工作天：

3 天(若遇旺季須 5 天以上)。兩天內急件需再加費用 NT.800。 孕婦懷孕滿 7 個月以上無法入境菲律賓，如未滿 7 個月需申

請醫院英文適航證明。 役男或軍公教人員需蓋好備查章後才可送菲簽。 父母辦個簽小孩也只能辦個簽。(若團簽改送個簽須

附彩色兩吋照片一張費用 NTD1,300) 如監護人非親生父母親(如:養父養母或爺爺奶奶)，戶籍謄本正本需準備英文版。  

相關注意事項： 2009/4/1 起，若送簽資料不合格，菲簽處退件不退費，請大家注意。 菲律賓不接受雙重國籍，出境台灣

入境菲律賓需持同 1 本護照。 十五歲以下小孩需父或母同行，若父或母沒有同行需其中一人帶小孩親自去菲簽處公證，公

證後小孩才可辦菲簽，且另於進入菲律賓各機場需再付 3500 元披索之通關費。 

菲簽公證所需資料： 

》去公證的父親或母親的護照正本，及小孩的護照正本，及同行者的護照正本 

》去公證的父親或母親的身份證正本，及身份證影本 3 份(需用 A4 紙影印不可裁剪，上面需寫明父或母護照上的英文名字) 

》戶籍謄本正本(英文版) 

》公證費台幣 1000 元 

註：以上資料缺一不可，公證時間約一天，需視菲簽處而定。  

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旅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

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相關規定請參考網站：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當地導遊及司機及領隊每天合計新台幣 200元，合計 200X5天=新台幣 1000元。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

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差不多都有付小費國際禮儀的習慣。 每天起床後,於床頭之小費,每間每天約美金 1元為(或

相等的當地的幣值) 旅館之行李員上下行李進出房間時,請給小費約每件美金 1元。(或相等的當地的幣值) 跳島出

海船家小費每人 50披索，碼頭行李托運費每件 50~100披索，按摩小費每人 100披索/小時。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11.13 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