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亞航尊爵宿霧與鯨鯊共舞雙跳島五日遊

 

                                              適用日期:2019/05/25 起 

鯨鯊～是海洋中體型最大的鯊魚，身長可達 20 公尺重達 40 公噸。鯨鯊性情溫馴，以魚鰓濾食小魚小

蝦等浮游微生物賴以生存，壽命與人類相當，但是成長緩慢(成熟期與生產期約 30 歲以後)繁殖力低(一胎

約 300 隻)。深藍色的身軀加上小白點是牠的外觀特色，吃餌料生物時會浮到水面上，不懼怕人類。 

菲律賓只是鯨鯊在全球海域遊弋時途經的其中一個聚食場，這一新發現首次意味著，菲律賓許多海

岸線可能是鯨鯊的出生地。生態旅遊只是思考海洋的其中一種方式，《餘生・共遊》希望讓人們重新省

思人類在大自然中的角色。柯金源說，台灣早期因為政治因素實施海禁，加上水下調查技術和成本門檻

較高，台灣人對海洋極度陌生，「明明是海島國家，卻是陸封民族」，這部片講的是鯨鯊，但鯨鯊只是

眾多海洋生物的其中一種，人們應該重新思考看待海洋的方式。 

※與鯨鯊面對面近距離接觸鯨鯊保育區～歐斯陸與鯨鯊共舞。 

※宿霧市市區區觀觀光光【【聖彼得古堡/麥哲倫十字架/聖嬰大教堂/SM 購物廣場】】。 

※薄荷島 BOHOL 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巧克力山】奇特的地形結構，變幻莫測的景觀，讓您大呼不可思 

議，更令您感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是那麼的無可限量。 

※全世界唯一最小的【迷你眼鏡猴 (TARSIUS MONKEY) 】您一定不會相信，牠還沒有一個手掌大呢。 

 



                                                                                                           

 

 
 



                                                                                                           

 

全程 NO SHOPPING 

 
※入境菲律賓需辦理觀光簽證，一旦送件後被退件不可退費。 

※菲律賓不接受雙重國籍，須持入出境台灣之相同護照。 

1.護照正本效期 6 個月以上（從出發日算起有效期須滿 6 個月） 工作天：2 天 

※役男或軍公教人員需蓋好備查章後才可送菲簽。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六個月內 2 吋照片 2 張（一定要白底彩色、不可污損、臉部要佔相片 70~80%、

不能戴眼鏡或墨鏡或有色隱形眼鏡鏡片、衣服不能是無袖、露肩樣式）。  

3.如不滿 15 歲以下之小孩須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且須父母其中一人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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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費台幣 

1000 元，公證後小孩才可辦菲簽，且另於菲律賓機場需再付 3500 元披索之通關費。） 

※菲國簽証公證所需資料：  

＊以下資料缺一不可，公證時間約一天，需視菲簽處而定＊ 

※公證的父或母的護照正本及小孩的護照正本及同行者的護照正本及身份證影本及彩色相片1張。  

※公證的父或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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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有效之『英文版』戶籍謄本正本（申請英文版戶籍謄本大約需要一個禮拜工作時間），影本  

一定會被退件。  

 
以下為小費金額，敬請參照： 



                                                                                                           

*領隊                   新台幣 100 元 (每人每天) 

*導遊                   新台幣 100 元 (每人每天) 

★若不派領隊，當地導遊小費改為每人每天新台幣 200 元★ 

*船隻接駁行李小費       披  索  20 元 (每人每次) 

(去程、回程的上下船各算一次，共計 4 次 80 披索) 

*旅館行李小費           披  索  20 元 (每人每件) 

*按摩師小費             披  索 100 元 (每人每次) 

*床頭小費每間           披  索  40 元 (每房每天) 

*機+酒外站接送機服務費  新台幣 200 元 (每人每趟) 

(去程、回程各算一趟，共計 2 趟 400 台幣) 

*跳島出海船家小費       披  索  50 元 (每人每次) 

*宿霧-薄荷島快艇來回行李小費:每件P $100 

 
※此行程系以 6 人以上成行《個人旅遊 MINI TOUR》型態進行，即台灣不派領隊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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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外站會有合團合車合船情形產生，敬請見諒！  

  如您的旅遊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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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團體無自然單間（包含領隊），若單人報名或是不能成雙人房時，請補單人房差） 

※Z2「菲律賓亞洲航空」，機上提供餐食，此段航線為 7 公斤手提行李，外加托運行李 20 公斤。 

☆行李超重 : 請自行付費。 

※未滿 12 歲之兒童不論佔床或不佔床，因怕影響筋骨發展故一律不能做 SPA。 

※導遊會以實際人數來安排交通工具。 

※請注意，因人數不足而不派領隊之團型，若卡單間(例如三人報名)，第三人可選擇加床或補單人房差。 

※飯店加床，大部分都是行軍床或床墊為主，無法跟標準床相同規格，房間空間相對會比較擁擠。 

（滿 7 歲小孩，必須使用佔床模式處理！） 

※隨團有上攝影小弟，用服務賺取生活費，相片售價P150或台幣＄100/張，無壓力不強迫銷售，敬請客

人放心! 

※飯店規定 7 歲以上(含)都一定要佔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包機行程特別約定：此行程屬包機航班作業，機票開立後不可改名、轉讓、退票或更改出發日期，一 

經開票即無退票價值。故一旦入名單及開立機票後，任何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者，訂金無法退還， 機 

票亦無退票價值，並不受國外團體旅遊契約書第二十七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賠償旅遊費用比例 

之限制，敬請諒察。  

備註：因薄荷島巴里卡薩浮潛 因配合當地政令 變更異動： 

即日起薄荷島BALICASA巴里卡薩出海規定，出海浮潛都要先上島，由當地官員先上課，內容為：

環境教育、愛護海洋之類的課。上完課之後才可下水，而且一定會有工作人員陪同客人下水。如

此一來會花更多時間在出海項目，時間則會拉長1.5-2小時，請先告知客人注意此狀況。為使行程

能夠順暢，會採取應變措施，視當時出團狀況調整浮潛地點，如處女島或PANGLAO大斷層....等。 

 

 

天數 航空公司 航  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一天 亞洲航空 Z2 7141 桃園 10:15 宿霧 13:20 

第五天 亞洲航空 Z2 7148 宿霧 17:15 桃園 20:05 

以上為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 宿霧薄荷島蜜蜂農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飛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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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第一旅遊勝地就是宿霧市，素有「渡假的伊甸園」之稱。 

抵達後搭乘渡輪前往薄荷島，距離宿霧麥克坦島 70 公里，是個珊瑚島。碎珊瑚被海水衝成的沙灘，

不是像面粉那樣的細沙，但即使在暴曬的烈日下，踩上去仍是涼涼的。沙灘雪白雪白，把海水映得層次

分明，近處是淺淺的綠，遠處是深深的藍，如此令人著迷。 

※【蜜蜂農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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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就在此用餐，品嚐主人的私房菜，舉凡麵包、奶油、鮮花莎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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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機上餐盒                蜜蜂農場養生餐 

 HENANN ALONA BEACH RESORT 或 同級 

       
 

第二天 海豚遊蹤-巴里卡薩島大斷層 BALICASAG ISLAND 浮潛 

※【巴里卡薩島大斷層】搭上菲律賓特有的螃蟹船之後，我們來到的第一個景點也是薄荷島最值得一窺

的海底世界，在巴里卡薩島海域由一群稀有的黑珊瑚礁所圍繞而成的巴里卡薩島是世界五大著名潛水

點之一，是一個極受保護的海洋區域，因菲律賓政府的推動觀光而開放，致使喜愛海洋的人們可以觀

賞到此島的美麗，如水晶般清澈的海水，即使不用潛水，也可看到水深 2 英呎裡，各式各樣的海洋生

物，美麗的熱帶魚，引領著旅客遨遊在有如人間仙境的巴里卡薩島，讓你忘卻人間的煩惱與疲憊，不

要猶豫，歡迎光臨這使人心曠神怡的海洋水世界吧！ 

※【追逐海豚遊蹤】起個大早，出海追蹤海豚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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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安靜的一刻彼此充滿

著興奮及感動。 

飯店享用            渡假村內精緻午餐        渡假村內精緻晚餐 

 HENANN ALONA BEACH RESORT 或 同級 

        
 

第三天 薄荷島〜漂流竹筏〜眼鏡猴〜 遠觀巧克力山宿霧  

※【漂流竹筏船屋】遊覽兩岸翠綠之風景，乘著船屋，一邊品嚐菲式午餐和享受徐徐清風、綠水及欣賞

兩岸原始叢林。 

※【眼鏡猴】參觀全世界最小的猴子眼鏡猴，眼鏡猴最大的特色為頭部可 180 度轉動，身體小小的但眼

睛卻又大又圓，身上的毛如絨絲，又軟又厚，十分逗趣也十分討人歡喜。 

※【巧克力山】巧克力山是由 1268 個大小山丘所組成的，每一座高度為 40~120 公尺，都是圓錐體，地

質屬石灰岩地型，從登高處望下，會因時節不同而多有變化，時而翠綠，時而火紅，又時而昏暗，會

讓您嘆為觀止，目前為世界十大奇景之一。參觀頂峰處的比翼雙飛觀景坪。 

隨即返回宿霧。 

飯店享用           漂流竹筏餐        香港小廚海鮮餐 

 BAI HOTEL 或同級 

 

第四天 
宿霧宿霧鯨鯊保育區～OSLOB 歐斯陸與鯨鯊共舞歐斯陸市區觀光【聖

母無原罪主教教區教堂－古老的西班牙軍營－歐斯陸博物館】宿霧 
※【歐斯陸鯨鯊保育區】為了把握住親見鯨鯊，將於一大早出發，前往位於宿霧市郊的鯨鯊保育區~歐

斯陸(車程單趟約 3.5 小時)，抵達後聆聽解說員進行鯨鯊生態和安全守則說明之後，隨即跳上賞鯨鯊

http://henann.com/bohol/henannalonabeach/stay/rooms
http://henann.com/bohol/henannalonabeach/stay/rooms


                                                                                                           

船向大海駛去，剛開始船在海灣中繞著圈子，鯨鯊保育員他們睜大眼睛觀看著海面的變化，從海浪波

動的形式、海中陰影、魚遊行徑來判斷是否鯨鯊的到來。一但聽見工作人員傳來：「鯨鯊！」的呼喊，

他們隨即關掉動力馬達，靜待著鯨鯊浮現的背鰭，然後終於一見海洋世界中最大型的魚類~鯨鯊，隨

即戴上蛙鏡、咬緊呼吸管，噗通跳下水，準備與鯨鯊面對面近距離接觸《禁止觸摸或跟隨鯨鯊尾部&

使用水下相機閃光燈！》，此時在海面下只能聽見船夫的划槳聲跟鯨鯊的吐氣聲，如果運氣好的話這

次也許可以見到鯨鯊家族圍繞著你，經歷這場空前絕後的與鯨鯊共舞的節目之後，相信許多人在短時

間之內，都難以平撫興奮地情緒，自 2002 年華盛頓公約組織已將鯨鯊列為保育類動物，經過世界自

然動物保護協會 WWF 長期追蹤&研究，證實鯨鯊是卵胎生，但成年鯨鯊可長達 12.2 公尺，和一輛巴

士一樣大，體重可達 40 公噸，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魚類，並且能夠存活百年之久，性喜活動於熱帶

與亞熱帶海域，鯨鯊的蹤跡在非洲東西岸、加勒比海、菲律賓。 

※【聖母無原罪主教教區教堂】1690 年成立於 BOLJOON，而後在 1840 年成為一個獨立的教堂，奥斯洛

布擁有純淨聖潔思想的聖母作為主教守護神。 

※【奧斯洛布博物館】市長 RonaldGuaren 管理期間，描繪出古西班牙時期歐斯陸人文化下的手工藝品，

古老裝飾物，圖畫和歐斯陸人祖傳文物的精選。市長 RonaldGuaren 管理期間，描繪出古西班牙時期歐

斯陸人文化下的手工藝品，古老裝飾物，圖畫和歐斯陸人祖傳文物的精選。 

※【西班牙軍營】位於歐斯路教堂的右前方，就在外圍石欄及附近海域，在卡萊 Aeternidad 的交集和 Calle

阿拉貢內斯，取得了珊瑚塊類似於西班牙時代的軍營站的建設，此建設經由建築大師

MARCUSSABANDAL 的建造，勢必要提供給西班牙軍隊一個的強而有力的營區，這個歷史建築曾經於

1899 年美國到來時停止繼續建造，而至今此建築依然屹立不搖。 

☆禁止塗防曬油、觸摸或跟隨鯨鯊尾部、使用水下相機閃光燈、遠離四公尺、30 分鐘為限，違反者整船

拉回!!  

☆由於菲律賓的雨季跟颱風季，歐斯陸就可能看不到鯨鯊及無法前往，當地導遊會提前告知，敬請見諒!! 

☆如因天候因素或海象不佳等因素，導致船隻無法出海而考量旅客生命安全問題，則當地退費每人披索   

1100(再安排午餐)。 

飯店享用         歐斯陸風味餐+烤乳豬    日式百匯自助餐+啤酒暢飲 

 BAI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宿霧市區觀光【聖彼得古堡、麥哲倫十字架、聖嬰大教堂、SM 購物廣場】

宿霧 桃園國際機場 

※【聖彼得古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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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Pe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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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哲倫十字架】参觀由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所豎立，用以標誌菲律賓人的受洗地點且可治百病

的麥哲倫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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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霧最有名的巴洛克式天主教堂，裏面有一個木製聖嬰像，是當年麥哲倫送給當地王

后的，有不少信徒都會專程到訪，在聖嬰像前禱告，綠衣聖嬰可求財富，紅衣聖嬰則是保平安。已被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了菲律賓重要的文化資產。 

※【SM 購物廣場】菲律賓連鎖的大型百貨廣場，您可在百貨公司裡自由購物，裡面的物品物美價廉，

應有盡有，裡面的美食街更是不可錯過。 

前往宿霧國際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搭機返回台灣，帶著滿意的收穫與回憶，團員相約再會，結束此次難

忘的宿霧逍遙之旅，返回溫暖的家。 

飯店享用         YAKIMIX 菲式自助餐           機上餐盒 

溫暖的家 

 

【本行程為制式資料，為使實務上操作更加順暢，授權當地導遊(領隊)並信任其因實際交通、氣候、 

突發狀況、旅遊規定等相關因素，以不影響行程之誠信原則做必要的順序調整，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01.搭乘飛機時，請聽從空服員指示並隨時扣緊安全帶，以免亂流影響安全。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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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在房間內吸菸，聽到警報器響，

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03.貴重物品可託放至飯店或房間內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若於離座時將證照或錢包放在餐桌

座位上，很容易讓扒手得逞。 

04.切勿在公共場合露財，也請勿當眾清點鈔票，避免遭有心人士側目。 

05.遵守觀光景點、餐廳、飯店、遊樂設施等各種場所公告之注意事項。 

06.菲律賓嚴禁旅客攜帶海灘沙粒、貝殼及海星等自然環境產物離境，違者經查獲將處以高額罰金。 

07.切勿於泳池開放以外之時間或無合格救生人員陪同之情況下擅入泳池、海灘或任何戲水之區域與場

所，以免溺水或遭遇其他危險。 

08.搭乘任何形態之船隻請務必「全程」穿著救生衣，航程中並請握緊扶手或坐穩，切勿任意走動與站立，

以免造成您與他人的危險。 

09.海邊或泳池嘻戲請勿超越安全警戒線、或進入超乎您水性範圍之深水區。 

10.任何活動若具有刺激性，建議身體或體能狀況不佳之旅客切勿冒險參加。 

11.車輛行進時請勿站立走動，頭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注意來車方向，以免發生危險。 

12.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或出入場所時，請依序進入並聽從工作人員指揮。 

13.若您途中要離隊、夜間或自由活動時間須自行外出，請務必通知領隊或您的團友，並約定返回時間，

同時請留意各項安全指示，以免發生意外。 

14.旅客若入住有私人泳池之房型，請務必留意自身安全，防止受傷或溺水等意外事件發生。 

15.水上活動提醒注意:請參團貴賓於實施水上活動等自由活動時間,務必配合下列事項:(1)須穿著救生衣

並遵守各項活動安全規定(2)請務必使用本公司所指定之當地水上活動業者,切勿因價格低廉而自行挑

選非本公司指定之水上活動業者,以避免產生消費爭議導致您的權益受損(3)參團旅客如於水上活動或

自由活動期間,遇有任何問題,請第一時間聯絡領隊及導遊,協助處理。 

16.領隊導遊不得擅自提供醫療用品，因此請自行準備個人習慣性藥品、感冒藥、胃腸藥、暈車藥等(依

個人需要準備)，有宿疾者請自行攜帶所須之藥品。旅途中若有任何不適，請立即通知領隊導遊陪同

您就醫診療。 

17.請依個人習慣自行攜帶牙膏、牙刷、洗髮精、沐浴乳、室內拖鞋、口罩、手電筒、雨傘(機場通關時

不可放於隨身行李)、防曬乳、太陽眼鏡、刮鬍刀、照相機、轉接插頭、生理用品、帽子、泳衣等私

人用品。 

18.即便是同團團友、領隊或導遊提出之要求，亦不應接受託帶行李，以防因挾帶如毒品、槍械等違禁品，

觸犯法律。 

19.旅客須遵守台灣及當地法律規定，勿進行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例如吸毒、嫖妓、走私、於禁菸場所

吸菸等等)。旅客若因違法衍生之法律責任與罰緩，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之責任。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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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謹防扒手及

陌生人搭訕。 

 
01.行程飯店所使用之房型除行程特別載明或旅客特別需求，正常以提供各飯店之標準房型為主。 

02.旅客需求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菸或禁菸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在不升等房

型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始得確認，尚祈鑒諒。 

03.大部份飯店在入住時會收取「入住保證金」(可支付現金或信用卡)，收取之金額依各飯店規定為準。

住房期間若無其他額外費用產生，此筆保證金將退還旅客。退房時務必記得取回現金或銷毀信用卡簽

單，以確保您的權益。 

04.菲律賓飯店並無「三人房型」，若旅客需求三人一室，飯店將會視情形調整「加床」或「加人」。 

(1.)加床：於房間內加一張折疊床(台灣業者所慣稱之行軍床)或床墊，且每間房基於消防安全，最多僅

能加一張床。 



                                                                                                           

(2.)加人：若房間內原本的床型可睡三人(例如原就有 2 張大床)，不一定會加床給客人，只會做「加人」

的動作。因飯店每間房各有不同，無法提前確定是「加床」還是「加人」，只能現場由飯店

調度，敬請見諒。 

05.若您的最終分房為 1 大人+1 兒童，為顧及其他旅客之住宿品質與權利，恕不接受兒童不佔床之訂單

需求。若為 1 大人+1 嬰兒，大人則需支付「單人房差」。 

06.團體旅客若為單人或經分房後落單且不需指定單人入住一間房，則由本公司安排同性別團員或領隊同

房（恕無法指定）。迷你小團型態若經分房後為單人一間，旅客仍須補足單人房差費用。 

07.菲律賓飯店內並不一定都有提供牙膏、牙刷、梳子、潤髮乳、室內拖鞋、刮鬍刀等盥洗用品，建議旅

客自行攜帶已備不時之需。另因當地較無使用吹風機的習慣，為免飯店內無吹風機設施造成您的不

便，如有必要建議自行攜帶。 

08.行程中若包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例如管家烹煮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之內容為準。 

09.行程所標示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

須加強服務之處， 可洽飯店服務人員或領隊、導遊協助。 

10.旅客若毀損、遺失飯店內之用品，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11.菲律賓的飯店/渡假村規模不大，以鍋爐加熱作為主要供應熱水來源，若太多人同時使用，便容易產

生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此時敬請稍候約 30~60 分鐘，待鍋爐重新運作進行熱水供應，並建議盡量避

開熱門用水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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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隊將於機場之集合團體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機手續及行李托運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3.貴重東西請勿放行李箱，請隨身攜帶。 

4.團員領取護照後請一一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5.每人攜帶外幣現金以總值美金五千為限，旅行支票不在此限。 

6.特別注意：從台灣買免稅品到菲律賓過海關時如果不拆開盒子或包裝，都會被課稅，在台灣出境時買

的免稅品，盒子要拿掉，或是回台灣要入境時再取貨，不要把免稅品連同完整的商品外包

裝一起入境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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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旅客搭機時，部份攜帶物品有個別條件限制如下： 

  (A).行動電源：僅能放置隨身行李攜帶，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且無標識、無說明、無廠家標示的產  

品，禁止攜帶，規格 20,000mAh 以下准予隨身攜帶，20,000 ～30,000mAh 需經航空公

司核可方可攜帶上機，30,000mAh 以上則嚴格禁止攜帶上機，且每名旅客不得攜帶超

過兩個行動電源。 

  (B).鋰電池：需隨身攜帶上機，不得置入行李箱托運。 

  (C).打火機：不得攜帶打火機上機。 

  (D).充電式手電筒全面禁止攜帶(托運或隨身攜帶皆不允許)。   

 
 

 
※菲律賓觀光部規定:旅客入境菲律賓海關若攜帶超過美金 1 萬元，請務必事先填妥申報單，如未依規定

填寫將罰款 5 萬~20 萬披索，或面臨 2 年~10 年有期徒刑，請務必注意並遵守規定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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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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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素的客人請自行準備習慣的罐頭食品） 

※行程順序安排會因當地天候、海象、交通等因素而調整順序，請依當地導遊安排！ 

 
01.如遇景點之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

設施或展覽項目請求權利。 



                                                                                                           

02.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季風、海況、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

住宿或其他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03.建議您可根據行程內容自行攜帶泳衣帽、珊瑚鞋等用品。另若有浮潛行程時，本公司免費提供公用浮

潛用具，但您若有個人衛生考量，建議您可自行準備。 

04.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希望有

親友同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若無親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將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05.如您為未滿２０歲之未成年人，未與法定代理人一同報名參加旅遊行程時，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報名始為有效！為確認您的報名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請您記得將旅行社所給「旅遊定型化契約

書」或同意書，提供給您的法定代理人簽名後並繳回，報名手續始有效完成！  

06.未滿２足歲之嬰兒費用，不包含行程之餐食且不佔機位；行程中景點、秀場（除有年齡限制外）等亦

可入場但不佔座位，提醒旅客須自行準備嬰兒餐食。 

07.若您未報名或報名超過 24 小時且未繳付訂金，本公司保留因匯率、燃油附加費、更改活動辦法等因

素造成之調整售價的權利且恕不另行公告，敬請見諒。 

08.本行程乃以團體為報價模式，所有機票、餐食、景點、住宿、車資等成本費用並無兒童、年長者或其

他特殊身份之優惠，詳細售價與特惠方式以各行程標示為準，本公司不再進行任何退費與折扣。 

09.本行程景點、水上活動、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 

10.本行程為顧及旅客之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於團體進行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建議您另行選購   

本公司其他自由行套裝商品。 

11.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場呈現 

為準，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12.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工作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

處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 

 『素食』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國外的素食習慣大多是可以食用蔥、薑、蒜、蛋、奶等，除華僑開設

的中華料理餐廳外，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為飯店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自助餐，

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賓，海外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

同在台灣豐富且多變化，故請您多多見諒並建議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13.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東南亞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巴士、

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免與期待

認知產生極大之誤差。各旅遊地區景點與食宿皆為全球旅客所共享參觀之權益，本公司團體行程無法

迴避您所顧忌的任何國籍、種族、宗教之其他旅客，請您支持與體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