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奇景 最迷你的靈長類
海底最溫柔的巨人
薄荷島(Bohol)是菲律賓的島嶼，位於宿霧島東南面，
由薄荷省管轄，面積 3,269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度 261
公里。薄荷省則是菲律賓的一個島嶼省分，位於中維薩
亞斯政區，其首府為塔比拉蘭市(Tagbilaran City)。
薄荷省所在的薄荷島屬於菲律賓第十大島，座落於維薩
亞斯群島的中心位置，島上的巧克力山名聞遐邇，奇特的山脈景觀吸引不少觀光客慕名而來。島
上居民喜歡稱本島為薄荷共和國，原因是這裡曾短暫的獨立過。

薄荷島飯店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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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薄荷島邦勞島最新的度假村，擁有
間客房。
於

位
綜合體

內，交通便利，毗鄰薄荷省最大的會
議中心。度假村設有高級設施，例如
標誌性的直通泳池客房、度假村內的
多個游泳池、餐廳、泳池酒吧和阿羅納海濱區。

宿霧市區飯店
於現代都會鬧中取靜，可享
宿霧市天際線美景，距離
物中心
購物中心

購

公里，距離
公里，飯店附設

間餐廳、

室外游泳池及健身中心。
的客房可享城市美景，裝潢現代別緻，配備了最先進的設施，客人可以利用
電視錄製自己喜歡的節目，也可查看訊息和客房帳單。客房還設有迷你吧、餐桌以及附免
費盥洗用品的私人衛浴。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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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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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航班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  宿霧  薄荷島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航空飛往西班牙人最早登陸的地區，以美麗海灘聞名
且素有南方皇后之稱的菲律賓第二大城【宿霧】
。隨後前往到菲律賓非常出名的渡假聖地－
【薄荷島】
。薄荷島 (Bohol Island) 是菲律賓第十大島，距離宿霧麥克坦島 70 公里，是
個珊瑚島。碎珊瑚被海水沖積成的沙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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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海域也是舉世聞名的潛水地點，潛水客可於海中觀賞美麗絕倫
的珊瑚礁海景及魚群。
註 前往薄荷島的交通船，船上冷氣稍冷，建議自備薄外套，以免著涼。
註 船程約

小時 單程，如容易暈船的貴賓，請自備藥物並提早食用。

註 需自費碼頭行李托運費

早餐 機上

件 單程

午餐 精緻中華料理

晚餐 渡假村精緻晚餐

或同等級旅館

第 2 天 鯨鯊之旅及薄荷島觀光文化遊 (眼鏡猴/巧克力山)
起個大早，我們來去與海中最溫柔的巨人約會。跳上賞鯨鯊船向大海駛去鯨鯊保育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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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鯨鯊共游完，回飯店梳洗後立即安排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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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旁有當地原住
民表演民族舞蹈及歌唱，您也可以參與其中。餐後參觀全世界最小的猴子【眼鏡猴 Tarsius
Monk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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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驅車前往巧克力山丘參觀，途經薄
荷島上唯一的原始叢林區；【巧克力山 Chocolate H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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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參觀頂峰處的【比翼雙飛觀景坪】
。隨即返回飯店享用愉快的晚餐。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漂流竹筏餐

晚餐 渡假村精緻晚餐

或同等級旅館

第 3 天 薄荷島渡假村自由活動或海豚遊縱-宿霧本島-SM 購物廣場
今日您可享受一個沒有鬧鐘的早晨，享用完飯店早餐後，於渡假村游泳或是坐在沙灘上享
受發呆的幸福，或者和團隊一起前往海豚遊縱，搭乘菲律賓著名螃蟹船展開追蹤海豚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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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島是位於邦勞灣的一抹沙洲，是薄荷島最
著名的跳島景點之一。島周圍的沙灘會隨著潮汐的變化而變化，每天僅有幾小時才會出現
在水面，退潮時，會看到美麗的拖尾沙灘，而漲潮時，水位上升，島的大部分會沉入水中，
非常奇妙。從處女島延伸出去有兩道沙堤，走在細軟的沙堤上，非常舒服。
，有機會您可於
沙灘上走走或是游泳或是照相。隨後前往世界知名的【巴里卡薩島】的大斷層浮潛，這裏
已被世界聯合國組織列為保護的海底區域，海底奇景大斷層從 20 呎的海底突然落差到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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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美味的午餐後搭乘飛翼船返回宿霧。爾後前往【SM 購物廣場】，此廣場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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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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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錯過這個難得好機會好好大肆採購一番。
註 返回宿霧的交通船，船上冷氣稍冷，建議自備薄外套，以免著涼。
註 船程約

小時 單程，如容易暈船的貴賓，請自備藥物並提早食用。

註 需自費碼頭行李托運費

早餐 飯店內用

件 單程

午餐 海景農場私房菜 特調飲料

晚餐 京華樓饗宴

或同等級旅館

第 4 天 宿霧－海洋公園(OCEAN PARK)－熱石 SPA 按摩 60 分鐘
揉揉惺忪的睡眼在熱情的陽光照耀下甦醒，早餐後，準備好跟著導遊的腳步，今天我們要
前往宿霧新開幕的海洋公園原訂完成目標是在 2017 年底但海洋館項目遭到了反對圈養動
物的環保組織的反對。因此公園於 2019 年 8 月 24 日才開始試營業。通過令人驚嘆的水
下人行道潛入藍色深處，將帶您進入令人驚嘆的 360 度觀景隧道，並與世界上最令人驚嘆
的水生物種面對面，結識有氣泡的朋友，還有機會親手餵牠們！著迷於淡水動物群在棲息
地生命週期中的作用，並發現河流和湖泊等內陸水域與海洋生態系統的相互聯繫，近距離
接觸最容易被誤解的生物，從毒蛇、五顏六色的箭蛙到小昆蟲，探索七大洋，一睹菲律賓
各地珊瑚礁魚類的多彩世界。
隨後專車前往本公司為貴賓特別安排的高級時尚 SPA 按摩店，讓大家可以好好放鬆一番。
在這裡您可以體驗到用富有礦物質的火山岩石，加熱後進行 SPA 按摩，熱呼呼的按摩體驗，
增進身體的氣血循環，舒展您的身心疲憊。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海洋公園內自理

晚餐 宿霧高級自助餐

或同等級旅館

第 5 天 宿霧本島市區文化觀光桃園
宿霧向來有 Queen city of the South 美稱，是菲律賓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葡萄牙航海家
麥哲倫在西元 1521 年踏上這塊土地，也立刻被它的美麗所吸引。在西班牙殖民的背景下，

宿霧市區現今保有許多歐式建築與教堂、世界組織文化遺產；由於其豐富的商業、觀光資
源，
【聖佩特羅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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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聖像幼年耶穌基督像等，這些都像徵著菲律賓人的虔誠與信仰，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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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區大型購物商場、賭場、五星級酒店林立，是菲律賓發展最好的城市之一。稍做休息
隨後專車前往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難忘
的宿霧薄荷浪漫休閒之旅。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機上餐食

晚餐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行程順序安排視交通、船舶，由當地旅行社安排，旅遊景點，決不減少

菲律賓入境規定與簽證說明》
攜帶小黃卡正本
入境菲律賓不需隔離、不需出示
檢測等報告，按年齡細分為以下三種：
一
歲 含 以上→入境菲律賓 天前，施打“ 劑疫苗”旅客，不需
檢測報告。
二
歲→入境菲律賓 天前，施打“ 劑疫苗”的旅客，不需
檢測報告。
三
歲以下→未接種疫苗的兒童，應由父母或監護人陪同，家長或監護人符合打滿“ 劑疫苗”規則，
則兒童可入境。
四 入境菲律賓 天前， 歲 含 以上已施打兩劑疫苗者，需出示
檢測等報告，入境不需隔離。
護照在抵達菲律賓時的有效期應至少為六個月。
有效回程機票或續程機票。
尚未接種 未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以上的旅客 ，禁止入境菲律賓。
護照正本 個月以上效期 、身份證影本、小黃卡影本
※如未滿 歲 含 歲 以下之小孩，須附戶籍謄本正本 須與父或母一方同行。

備註事項:
註 1: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以上(含)，16 人以上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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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日 300 元（台幣）×5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