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霧屬於海島省，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於1521年以西班

牙之名在此插下基督教十字架。然而早

在宿霧成為西方通往東方的閘道之前，

它早就是亞洲商人的入口。宿霧利用它

獨有的海水、山谷與山脈地理位置，建

立許多休閒設施，因而成為廣受旅客喜

愛的景點。宿霧的 166 個島嶼都擁有被藍寶石般清澈海水環繞的沙灘，孕育多變的海洋生

態，是潛水活動最完美的選擇。近來，宿霧利用地形及氣候的優勢，不斷開發觀光事業。

鄰近的薄荷島(Bohol Island)、漁夫島(Caohagan) 也一起重新規劃，以嶄新的面貌拉攏觀

光客一探究竟。

宿霧市區飯店

                 

酒店靠近       和市中心，提供一切

觸手可及的設施。酒店的位置使您可以方便

地前往附近的購物中心、商業園區、旅遊景

點以及本地和國際海港。酒店提供多種豪華

設施，可滿足其賓客的不同需求。客房享有

宿霧市的美麗景色，提供寬敞、典雅、溫馨

的氛圍。全天營業的           餐廳通過提供正宗的菲律賓美食和由廚師團隊精心準

備的多種國際風味，提供令人興奮的用餐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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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華航       起飛 每周一、二、四、六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705 台北(桃園) 宿霧 07:40 10:35

CI706 宿霧 台北(桃園) 11:35 14:30

※未來航班如有異動，將另行通知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  宿霧本島市區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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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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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完宿霧獨特的古蹟歷史後，我們將前往享用菲律賓專屬的菲式料理，用餐完畢後我們

將回飯店，好好放鬆回顧今天一整天的收穫。

 早餐 機上  午餐 精緻中華料理  晚餐 菲式風味餐

             或同等級旅館

第 2 天 宿霧－海洋公園(OCEAN PARK)-SM購物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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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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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團每位貴賓特別贈送熱石 SPA 按摩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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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華樓饗宴

             或同等級旅館

第 3 天 宿霧－資生堂島漫遊→宿霧

揉揉惺忪的睡眼在熱情的陽光照耀下甦醒，早餐後，準備好防曬油、墨鏡、比基尼或泳褲

玩水的一號裝備，跟著導遊的腳步，今天我們要快樂出海浮潛啦~在飽食之後，您可在這片

潔白沙灘上靜靜地躺著或坐著，彷彿資生堂化妝品廣告依樣拍張照留下永恆的回憶。或者

可以前往島上居民的村莊，靜靜地觀看，您可發現原來島上居民生活是如此簡單、純樸。

隨後返回船上返回碼頭，結束今天的海島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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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船家可能還會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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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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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人數不足  位時，則會改成海鮮套餐    人一套 。

套餐是定食定量，如果貴賓覺得份量不夠，可現場加價加點。

部分食材具季節性，將依季節做調整。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海島海鮮餐 南洋水果  晚餐 宿霧高級自助餐         

             或同等級旅館

第 4 天 宿霧全天自由活動-建議自費:薄荷島一日遊 or歐斯陸鯨鯊共游 or宿

霧山網紅景點行程一日遊

【薄荷島一日遊】含午餐漂流竹筏餐



地處宿霧島東南方的薄荷島，景點有瀕臨絕種的眼鏡猴、上千個錐形小山丘組成的巧克力

山和原始叢林探險的小船體驗等，結合生態和歷史，是近年來興起的熱門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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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眼鏡猴】是世界上最小的猴子，其最大特色是頭部可轉動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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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山】世界十大奇景之一，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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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由此而來。

【歐斯陸鯨鯊共游】含午餐歐斯陸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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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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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追蹤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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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霧山之旅：佛手花園、布塞山頂觀景台和莉亞神殿】含午餐景觀風味餐

一秒變網紅絕對不能錯過的行程，宿霧山的風景之旅！在佛手花園欣賞鮮花，在布塞山頂

觀景台觀看美景，並探索令人驚嘆的莉亞神殿。以壯觀的景點為打卡背景，拍攝值得和朋

友分享的照片，佛手花園被稱爲小阿姆斯特丹,西勞花園展示不同顏色和品種的鮮花,所有

的鮮花盛開,你可以見證這一切，穿過狹窄曲折的道路去這個地方，這一切都值得一遊。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餐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或同等級旅館

第 5 天 宿霧桃園
今日您可享受一個沒有鬧鐘的早晨，享用完飯店早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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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給付：6-8 位每位貴賓每天 NTD300 x 5 天=NTD1500 8 位以上每位貴賓每天 NTD200x 5 天=NTD1000
(特殊行程團體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