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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 GO 宿霧~菲玩不可豪華遊艇享浪漫 5 日(6 人即可成行)
【豪華遊艇、菲式竹筏遊河、卡哇依眼鏡猴、薄荷島漫遊、大蒸籠海鮮超級饗宴、日式庭園 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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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宿霧市區飯店搭配一晚薄荷島海濱渡假飯店，讓您可以輕鬆體驗都會區的便利性以及海濱度假村的

優閒時光。（飯店順序以最後訂房確認為主，恕無法指定，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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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一天 長榮航空 BR281 台北/宿霧 07:10 10:15 3時05分 

第五天 長榮航空 BR282 宿霧/台北  11:05 14:00 3時05分 

**如遇航空公司冬、夏令航班時間更新時，實際航班時間，請以說明會資料為主** 

**航空公司隨時會有提前開票通知，報名付訂時敬請提供正確護照英文姓名以利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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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袋每人一個、全新呼吸管專用咬嘴每人一個、接機礦泉水每人一瓶。 

第一天 台北／宿霧 CEBU–宿霧–麥哲倫十字架–聖嬰大教堂–聖佩特羅堡–【SM 購物廣

場】或【AYALA 購物廣場】自由購物–K PUB 韓式燒烤無限供應+LIVE BAND 動感演唱 

 

今日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搭乘長榮航空專機直飛菲律賓，素有南方皇后城市之稱的菲律賓第二大城【宿

霧】。抵達後隨即 安排前往宿霧市區，展開深度之旅。 

【麥哲倫十字架】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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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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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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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 購物廣場】或【AYALA 購物廣場】，宿霧最知名的兩大購物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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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購物狂的您，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好機會好好大肆採購一番。 

溫馨提醒：K PUB 如遇假日無 Live Band 改以熱力四射超大螢幕 MV 播放，此餐廳無免費供應飲料或酒

類，敬請自點自付。 
 

早餐：機上簡餐 午餐：菲式料理 或 中式海鮮料理 晚餐：K-PUB 韓式燒烤吃到飽 

住宿：BAI HOTEL 或 BEST WESTERN LEX HOTEL 或 MAAYO HOTEL 或 SEDA HOTEL 

============================================================================ 

第二天 宿霧~薄荷島–巴卡隆教堂–歃血盟約紀念碑~漂流竹筏+風味午餐+原住民舞蹈

表演–眼鏡猴保護區–巧克力山+比翼雙飛觀景坪–渡假村逍遙遊–超級生猛海鮮痛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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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小長灘 

 

早餐後，隨即前往宿霧碼頭搭乘豪華噴射飛翼船(船上冷氣稍冷請備薄外套)前往宿霧第一大島『薄荷島』

展開休閒度假菲常浪漫生活。 

【歃血盟約紀念碑】所謂的紀念碑，並不只有一塊碑坊，而是一群雕刻生動的雕像，述說歃血盟約的歷

史。雕像描述西方人與菲律賓人圍坐，共同舉杯，歃血為盟，以示友好，代表菲律賓與西方國家訂定的

第一個友好條約，具有極重大的歷史意義。鐵灰色的銅像，莊嚴的表情，象徵菲律賓在國際地位上變化

的歷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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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亦可挑戰一下自己的體能，登上數百個階梯的【比異雙飛觀景坪】，

由高處俯瞰整個巧克力山的美景，更讓您有心曠神怡的舒適感。 

【眼鏡猴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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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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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邊欣賞當地原住民的自彈自唱和傳統舞蹈表驗。餐後我們隨即返回渡假村辦理入住，

大夥可以在度假村內短暫休息放鬆一下。 

當夜幕低垂來臨時，我們大夥跟著導遊搭乘菲律賓獨特的雙排車或摩托三輪車前往薄荷島最熱鬧的小長

灘之稱的享用不論視覺或者是味覺都會讓您驚喜的超級海鮮痛風晚餐，分量十足的海鮮加上美味的各式

佳餚，保證讓您吃一次之後會對海鮮重新定義，貼心的老闆還特別請主廚燉煮了椰子仁排骨湯，讓大夥

消消暑氣喔。餐後您可在這熱鬧非凡的小長灘找個酒吧坐下來聽聽現場 Liveband 演唱或者跟著導遊回

飯店休息迎接明日精彩的行程喔。(若自行留在小長灘者，敬請注意已身財物及人身安全，因為小長灘是

薄荷島最熱鬧的地方)。 

貼心提醒：本日可以準備小型過夜背包，攜帶換洗衣物及個人用品前往薄荷島，將大件行李寄放在宿霧

飯店即可。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漂流竹筏菲式自助餐 晚餐：超級海鮮痛風餐 

住宿：BE GRAND RESORT 或 BLUE WATER RESORT PANGLAO 或 HENANN ALONA HOTEL 或 

      BOHOL SHORE 或 BEST WESTERN IVYWALL PANGLAO RESORT 或同級 

============================================================================ 

第三天 薄荷島 出海樂遊~海豚追蹤~大斷層海洋保護區浮潛~渡假村午餐~宿霧 



8 
 

 

起個大早，清晨我們搭上菲律賓特有的螃蟹船出海展開海上巡航之旅。 

【海豚追蹤】首先由船長帶著我們出海巡航去尋找海豚，您可以發現菲律賓的海域是如此的清澈，經驗

豐富的船長帶領之下，我們可以輕鬆地看到成群的海豚調皮地在大海中跳耀著迎接我們的到來，甚至還

會調皮地跟著船旁一起巡航，讓您一同感染它們的無憂無慮的海洋生活。 

【大斷層浮潛】薄荷島最值得一窺海底世界的海域浮潛，這裡有著非常豐富的珊瑚礁以及繽紛多彩的熱

帶魚群，將這海域點綴成多采多姿的美麗圖畫般，保證讓您流連忘返，捨不得離開，這裡可真的稱得上

是上帝創造的水族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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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水晶般清

澈的海水，即使不用潛水，也可看到水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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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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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結隊的魚群 (當然此時一定會為您準備麵包讓您體驗魚兒近在身邊的感覺)。 

中午前返回渡假村，您可以短暫享受渡假村悠閒時光，或者返回房間稍作休息。午餐特別安排渡假村享

用，隨後前往碼頭搭船返回宿霧(船上冷氣稍冷請備薄外套)。 

溫馨提醒：薄荷島渡假村午餐供應型態大部分是以自助餐供應，但亦會因為用餐人數不足時而改以菲式

套餐或其他餐食服務，敬請以當天飯店安排為準。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飯店內用 晚餐：GORLIZ 西班牙海鮮燉飯套餐 

住宿：BAI HOTEL 或 BEST WESTERN LEX HOTEL 或 MAAYO HOTEL 或 SEDA HOTEL 

============================================================================ 

第四天  宿霧–有尬意派對號(Jokai Party)豪華遊艇、免費礦泉水、汽水可樂無限暢飲～

魚類保護區浮潛&珊瑚保護區＋趣味海釣~奧蘭哥島五星加勒比海島餐廳享用大蒸籠海

鮮午餐~馬克坦島–休ＳＰＡ日式庭園金箔按摩 60 分鐘 

今日搭乘宿霧最夯的全合法雙體豪華遊艇【有尬意派對號 Jokai Party 豪華遊艇、免費礦泉水、汽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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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無限暢飲】出海，有別於一般出海浮潛使用木製的螃蟹船。 

【豪華遊艇樂遊】有尬意派對號擁有全長 22 米，船寬 9.4 米舒適寬敞活動空間，高級的雙體豪華遊艇

選用德國製造的雙引擎兼具續航力與安全性，全程享受豪華舒適的海上體驗，船體採用飛橋設計將 2 艘

尖形船首之船體合為一體，馳騁大海時具有良好破浪性能有效降低船體搖晃，一探宿霧海域美景。在有

尬意派對號上您可以聽著輕快的音樂與三五好友坐在吧檯旁喝著飲料談天說地，或靜靜看著無數漸層的

藍從天際延伸到海平面的末端，偶爾出現在藍天中的拖曳傘像自由的飛鳥點綴其中。喜愛陽光的朋友們

要享受宜人海風的一定不能錯過 2 樓的天空甲板區，在海風吹拂下能 360 度欣賞海島秀麗景色，窩在懶

骨頭上放空做做日光浴，塗上菲律賓椰子油等待靜候陽光在身上揮灑出健康的小麥膚色，盡情享受大自

然與陽光的洗禮。 

【魚類保護區浮潛&珊瑚保護區＋趣味海釣+奧蘭哥島五星加勒比海島餐廳享用大蒸籠海鮮午餐】 

放鬆心情帶著浮潛面具，來到海水清澈見底的魚類保護區珊瑚礁遍佈整個海岸線，從 5 米到 40 米都是

造礁珊瑚，猩猩海膽、桌面環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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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斑斕熱帶魚一同悠游於大海，海生物的種類也很多，環繞著一朵朵暗紅色的玫瑰珊瑚，聚集

在一起就像一座海底的玫瑰花園，粉紅、粉紫等色彩亮麗的軟珊瑚隨著水波擺動，還有各種大小不同、

顏色斑斕的熱帶魚悠遊其中，完整的珊瑚及熱帶魚生態絕對是浮潛者的天堂！記得準備些食物順便享受

餵魚的樂趣。而後前往釣魚區來趟，我們幫在船上的朋友們準備了菲律賓傳統手線趣味釣魚，在船邊就

能深入體驗南島漁獵生活；為保護海洋資源永續，所有釣到的魚必須再放回大海喔！浮潛及釣魚活動結

束回到休憩區享用飲料的同時，我們特別安排宿霧海域最佳海島餐廳~登上奧蘭哥島加勒比海島餐廳內

享用豐盛大蒸籠螃蟹活蝦鮮貝海鮮與南洋水果，餐廳這裡坐落一片碧海藍天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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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個也可以悠閒躺在沙灘上的躺椅享受海天一色

的美景或是閱讀小品享受日光浴，享受大自然與陽光及微微海風的洗禮，讓心靈真正的沉澱下來。 

【休ＳＰＡ日式庭園金箔按摩 60 分鐘】返回碼頭，為您安排休 SPA 是一間頂級的 SPA 館，全館以南洋

風主題打造而成，提供多種的 SPA MENU 主打將人的身、心、靈帶入鬆弛的深沉狀態，對於精神上的

舒壓有極佳的幫助，達到身心一體的平行狀態，紓解您緊繃的壓力讓您重現光采與活力，亮麗一整季。

(如遇大團人數或客滿時，會轉至休 SPA 的分館 ECO SPA) 

※如因天候因素或海像不佳等因素，導致船隻無法出海而考量旅客生命安全問題，而無法出海改為替代

行程為 SPA 按摩 1 小時(旅客需支付按摩師小費披索 100 元)，因當地天候變更不使用均為視同放棄，無

法退費亦不再補送，再帶客人前往商場或暢貨中心享用午餐和逛街。 

※15 歲以下小朋友，礙於發育尚未完全，不贈送按摩亦不可轉讓。 

※住宿貝斯威士頓麗絲 Best Western Lex Hotel 或 瑪友飯店 Maayo Hotel 或希達飯店 Seda Hotel 

  時，本日晚餐改於 101 餐廳海陸百匯自助餐。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大蒸籠螃蟹活蝦鮮貝海鮮餐+南洋水果 晚餐：飯店自助餐或 101 百匯自助餐 

住宿：BAI HOTEL 或 BEST WESTERN LEX HOTEL 或 MAAYO HOTEL 或 SEDA HOTEL 

============================================================================ 

第五天 宿霧/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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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飯店的豐盛早餐後，由專人帶您前往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台北，結束此

次難忘的宿霧浪漫休閒之旅。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此行程因為有船班及出海問題，有些行程需配合船班或當地氣候狀況，順序敬請依當地導遊安排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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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旅行團係配合航空公司包機/加班機之合作方式所組成，商品性質有異於其他一般旅行團，依照航

空公司規定，機票費用均須全額支付且不得請求退還。貴賓報名時所繳訂金乃用以支付上述機票費用，

故若貴賓於出發前取消行程者，訂金將無法退還，請貴賓於訂購前，自行斟酌評估取消風險。 

6.)飯店一經確認付訂後，即須保證入住，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否則須付全額之飯店取消費；若因

生病或其他重大事故，敬請檢附證明文件，本公司會盡量協助處理。 

※溫心提醒與建議 

1.)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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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親

友陪同者，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3.) 親愛的旅客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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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適兼

顧，所以煩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與困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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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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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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鑑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6.) 保險：5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旅遊須知 

1.) 氣候：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平均溫度約 25～35 度之間。 

2.) 時差：和台灣沒有時差。 

3.) 匯率：當地 1 元披索(PESO)約等於 0.9 元台幣(NT)，請依當地匯率變動為依據。 

4.) 菲律賓是一個講求環保概念國家，並不是每個飯店都有提供牙刷牙膏等換洗用具，為維護個人衛生

及大家一起做環保，請自行準備牙刷牙膏等換洗用具。 

5.) 菲律賓每一個飯店的房間並不是都有提供吹風機，如有必要建議自行攜帶吹風機，以方便自行使用。 

6.) 電壓：電壓 220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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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如何撥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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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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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宿霧及薄荷島各大飯店或度假村，沖澡之熱水均是電熱水器，故熱水溫度並不是很高，而且若大家及

中在同一時間使用時或有熱水供應不足之情形，敬請大家錯開時間使用或耐心等候。 

9.)住宿宿霧時，金出各大飯店、賣場、百貨公司或公共區域，大部分會有武裝警位檢查各位的隨身包包，

故請各位貴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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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護照正本效期 6 個月以上 。〈以此次出國回國日往後推算六個月以上〉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1 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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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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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所需工作天：3 天(若遇旺季須 5 天以上)。  

6.) 年滿 80 歲以上需附英文醫生證明(其健康適宜搭機旅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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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役男或軍公教人員需蓋好備查章後才可送菲簽。  

9.) 父母辦個簽小孩也只能辦個簽。(若個簽須附彩色兩吋照片二張費用 NTD1,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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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出發菲律賓之旅客，若未經由快速通關出境時，請留意，台灣出境海關會不定時檢閱護照最後一次

入境章(若未留底者恐導致無法出境)，建議務必請於出國前申辦最後一次入境章留底存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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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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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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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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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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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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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團規定 

1.) 小朋友(2-12 歲)佔床與大人同價、不佔床減 NT2,000 元。 

2.)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以上(含)，出團人數若滿 16 人時，需要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

務。若出團人數不足 16 人或以上時，不可獨立出團；於國外時當地旅行社會採合團合車合船方式處理。 

3.) 此為團體簽證需 10 人以上才可送菲簽，故需團進團出不得延回，15 歲以下小孩須父母同行。團簽

需提前二週前送件，而且辦理需要一定的工作天數，萬一無法如期給本公司證件時，可以利用菲律賓旅

遊局電子簽證網站自行申請電子簽證，申請核准後敬請將簽證列印出來並轉交或自行於出發時隨身攜帶。

若自行申請電子簽證時，本公司將於團費扣除團體簽證費用 NTD960 元。 

電子簽證申請網站：https://www.meco.org.tw/evisa 

4.) 特別說明：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

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

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5.) 特別說明：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本行程恕無法接受年滿 70

歲以上之貴賓，無同行家人或友人之單獨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6.) 旅客雖然已 CHECK IN，掛好行李，拿到登機證，但於登機時間未到，航空公司會先廣播，若旅客還

是未到時，會將行李卸下並關櫃。 

7.) 此優惠行程適用本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不適用於外國人或持外國護照，請另洽詢團費。 

8.) 菲律賓國家不接受雙重國籍。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http://www.immigration.gov.tw/welcome.htm
https://www.meco.org.tw/e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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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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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菲律賓宿霧皆不接受訂大床需求，要指定大床必加收升等費用，因大床房型都是 DELUXE 房。 

11.) 飯店住宿為二人一室，且無自然單間。 

12.) 領隊無自然單間。 

13.) 宿霧薄荷島上飯店因屬離島區所以在素食餐點的準備上不是很足夠，若有旅客用素食餐者，建議自

行帶些習慣的素食罐頭或泡麵已備不時之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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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菲幣或 NTD$100 台幣，可視本身需求自由選購。 

15.)在宿霧搭乘螃蟹船前往資生堂導或薄荷島的巴里卡薩島時，船上會有菲律賓工作人員會幫各位按摩，

按完後須給小費的，若不按請直接拒絕他，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1.) 小費是全世界通行的社會習慣之一在國外旅行,除飛機上外,差不多都有付小費國際禮儀的習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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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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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地導遊及司機及領隊每天合計新台幣 200 元、交給於領隊，合計 200X５天=新台幣 1,000 元 

5.) 跳島出海船家小費每人 P50，碼頭行李小費每件 P50，飯店行李小費每間房 P20~P50， 按摩小費

每人 P100/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