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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宿霧)【自費項目表】(供參考)
活動時間
項目名稱和內容
(約)
宿霧海島遊
忘憂島(Caohagan Island)
又名資生堂(化妝品廣告拍攝
地)，這裡的海水清澈見底，有
壯麗的珊瑚礁、斑斕熱帶魚， 5 小時
可嘗試游泳、浮潛、享受餵魚
的樂趣或做日光浴，享受大自
然與陽光的洗禮。
包 BBQ 燒烤餐，礦泉水一瓶，
浮潛用品
保和島 (Bohol Island)
欣賞迷你眼鏡猴、歃血盟約紀
念碑、功克力山丘、漂流竹筏 8 小時
屋、聖約瑟夫教堂
包菲式自助午餐(漂流竹筏屋)
追蹤海豚及浮潛之旅
(只適用於入住保和島之團隊)
展開追蹤海豚生態群，運氣好
的話，你將可看到成群結隊的
海豚，直接感受到這些可愛的 2.5 小時
海豚環繞在船在四周頑皮嘻鬧
且跳躍著享受彼此追逐之樂
趣。
包度假村內午餐，礦泉水一
瓶，浮潛用品
觀賞鯨鯊保育區
為了把握親見鯨鯊的機會，早
上 6 點前將出發，前往位於宿
霧市郊的鯨鯊保育區～歐斯陸
(車程單趟約 3 小時)，抵達後聆
聽解說員進行鯨鯊生態及安全 1 小時
守則說明之後，隨即登上賞鯨
鯊船向大海駛去，經歷一場空
前絕後與鯨鯊共舞的旅程。
包菲式自助午餐，礦泉水一
瓶，浮潛用品

每位收費(港幣)
小童(未滿 10 歲) 不參加客人之安排

安排時間 交通時間
(約)
(約)

成行人數

成人

到達該地區 1 小時
期間進行

10 人或以上

$350

$175

酒店內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 2.5 小時
期間進行

10 人或以上

$600

大小同價

酒店內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 1 小時
期間進行

10 人或以上

$400

$200

酒店內自由活動

到達該地區 3 小時
期間進行

10 人或以上

$750

大小同價

酒店內自由活動

自費活動細則:
行程表上已列明團費所包括各項活動，部份自費活動會列明自費或顯示於自費項目表並均有機會安排客人參與，須視乎當地
實際情況而定。
2. 為使團友更充實旅程及增廣見聞，於各地自由活動時間，當地接待公司均樂意代為安排額外自費節目，費用包括交通費、
停車費、入場費、導遊、領隊及司機超時工作費等。如活動需額外工作人員協助，小費則可隨心打賞。
3. 以上自費項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並以安全為原則，及在時間許可下方可進行，但在客觀或非控制因素之特殊情況下，
工作人員有權按環境作出適當安排，客人應自行決定參加與否。
4. 團友在考慮參加自費活動時，尤其各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應先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及活動內
容細節等，及考慮活動是否適合自己之需要，並根據實際情況，先徵詢醫生或專業人士之意見，以評估應否參與。
5. 客人參與活動時，必須遵照一切安全守則，確保在最安全及最適當的情況下進行有關活動，並須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責任
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
6. 自費節目倘因人數不足、天氣因素影響、自費節目額滿、宗教集會、公眾假期或非本公司控制範圍內而導致未能安排、改期
或取消，工作人員將按實際情況通知客人及另作處理 。
7. 小童收費按當地標準，如歲數、高度等。
8. 以上交通時間以單程點對點的行車時間作預計。而活動時間當中包括~說明、準備、等候及活動正式進行的預計時間。
9. 以上價目表之活動價錢及資訊只供參考，如有更改，一切以當地接待單位提供為準。
1.

生效日期：10/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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