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拉小資選～西班牙渡假村、大雅台火山、幻彩噴泉水舞、
趣味拌飯秀四日(不含稅簽、無購物)
出發日期：2018

年 10/12～2019 年 3/29
每周五出發

現金優惠價：163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售價不含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保險、簽證代辦服務費等，每位 NTD3,800。

★西班牙渡假村 LAS CASAS FILIPINAS DE ACUZAR
渡假村位於 Bataan 的 Bagac Bay，面對海風，擁有 27 個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建築，整個建築經過修復精心重
建，恢復到昔日的輝煌。2010 年這裡被建成一座世界遺產公園向公眾開放。這裡每個房屋都有自己的故
事，通過互動式遺產之旅，體驗 18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獨特工藝。就像是一座活的歷史博物館及歐洲莊
園，讓時光返回到 18 世紀的西班牙殖民時代，展示當代的建築物和工藝品，我們將安排透過導覽人員的介
紹，讓您深刻體驗瞭解藝術建築工藝及菲律賓的歷史。
★東方威尼斯水都遊船 菲律賓人渡假村座落在海邊的一個潟湖上，村內有運河提供遊客搭船一覽水上風
光，彷彿來到了威尼斯水都，河岸兩旁有著多美麗建築、壁畫及石頭搭建的拱橋，海風吹拂，在導覽人員的
介紹下，瞭解每個房子、每個景點的歷史故事，以及保存文化遺產的意義。
★薩曼特山英雄紀念館、巴丹十字架：為了紀念巴丹戰役犧牲的英勇戰士，紀念十字架位於海拔 555 公尺的
薩馬特山最高點。
★大雅台火山騎馬，遊覽湖光山色。
★OKADA MANILA 幻彩噴泉水舞秀
2017 年馬尼拉全新開幕的 Okada Manila，是馬尼拉最具指標性的娛樂中心，擁有全球最大幻彩噴泉「The
Fountain」，每天晚上 6 點絢爛繽紛的燈光與設計華麗的噴泉隨著音樂的節奏起舞，水柱最高高度甚至略高於
Okada 的建築，噴泉的水柱變化萬千，跟著音樂的曲調時而輕柔優美、時而波瀾壯闊，水柱與水花在月光下
交織成一支曼妙的舞蹈，噴泉在燈光的照耀下如煙火般璀璨奪目。
★拌飯秀 Singing Cooks & waiters show
一邊用餐並欣賞廚師及服務生精彩趣味的演出，演唱世界各國民謠歌曲，透過集體詼諧的律動，傳達歡樂給
每位賓客，並透過互動邀請客人上台即興演出，這是令人難忘的晚餐秀。
★SEASIDE 海鮮市場：馬尼拉著名海鮮市集現買現煮，是當地饕客指名必遊景點。
★世界文化遺產巡禮：聖奧古斯汀教堂、黎剎公園、聖地牙哥古堡。
★亞洲最大 MALL OF ASIA、SM MEGA MALL：好好犒賞自己，血拼一番。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2018/12/21
〔星期五〕
2018/12/24
〔星期ㄧ〕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CI701

台北(桃園)

馬尼拉

07:25

09:35

CI704

馬尼拉

台北(桃園)

16:45

19:00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馬尼拉～MALL OF ASIA～OKADA MANILA～THE FOUNTAIN 幻彩噴泉水舞秀～趣味拌飯秀
～馬尼拉
今日集合於桃園中正機場，搭乘班機前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是一座風光綺麗的熱帶花園城市，到處可見
潔白如玉的菲律賓國花-薩巴基他茉莉花，散發著馨人的香味。北岸的納安盧街是金融中心，南岸的埃爾梅
塔尼是政府部門和各國使館所在地。馬卡迪區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已成為新的商業區和金融中心。市中心的黎
剎公園附近和沿羅哈斯濱海大道兩旁，高層建築鱗次櫛比，高大挺拔的椰樹和蒼翠的棕櫚，相互掩映，使城
市充滿了生機和活力。
MALL OF ASIA：亞洲第一大購物中心位於馬尼拉灣旁，一旁就是菲律賓人為之驕傲的著名的落日大道，其
中 MALL OF ASIA 分兩層，主要都是各大名牌商品專賣店，很多國際知名品牌這兒都有。另外，還有 SM
DEPARTMENT 則是大型超市，日用百貨、傢俱家居、服裝鞋帽、化妝品、體育用品等，應有盡有。
OKADA MANILA：菲律賓首屈一指的頂級度假村，是由日本賭場老闆岡田合生斥資台幣 7200 億打造的度假
休閒娛樂城，走進大廳就能明顯感受到這裡的風格，整體配色為紫紅色及粉紅色，飯店內部的裝潢也是採用
少女夢幻般的淡粉色和雍容華貴的香檳金包含飯店、表演舞台內部裝潢，甚至是接駁車，都以少女的粉紅為
底色，整個賭場渡假村溢著青春活潑的氣息，擁有 993 間客房可以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並有東南亞首
屈一指的圓頂玻璃帷幕超級豪華游泳池。
THE FOUNTAIN 幻彩噴泉水舞秀：耗資台幣 9 億的噴泉有 739 個水噴嘴，及專有的水下機器人、2611 個色燈
光和 23 個揚聲器，每天晚上 6 點絢爛繽紛的燈光與設計華麗的噴泉隨著音樂的節奏起舞，水柱最高高度甚
至略高於 OKADA 的建築，噴泉的水柱變化萬千，跟著音樂的曲調時而輕柔優美、時而波瀾壯闊，水柱與水
花在月光下交織成一支曼妙的舞蹈，噴泉在燈光的照耀下如煙火般璀璨奪目。
趣味拌飯秀：一邊用餐並欣賞廚師及服務生精彩趣味的演出，演唱世界各國民謠歌曲，透過集體詼諧的律
動，傳達歡樂給每位賓客，品嚐道地的菲律賓傳統料理。
註 1：
由於宿霧當地所使用之團體旅館，多數由於規模不大，所以大多以鍋爐加熱產生熱水供應方式為主要的供水
方式；於是在同時段太多人同時使用時，便容易產生所謂的熱水供應不足的狀況。
●遇此狀況發生時，敬請稍候約 30 分鐘至 60 分鐘，待鍋爐重新產生熱水供應。
●盡量避開大家重覆的時段，早點或晚點，都比較不會遇到與大家爭熱水的狀況。
●也可電話通知您的隨團領隊，讓領隊協助您瞭解狀況；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註 2：
宿霧觀光由於較晚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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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絲毫不曾減損宿霧的美與精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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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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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公證資料請參考簽證說明)

餐食 :早餐 : 機上餐食

午餐: 新天下燒烤自助餐 YAKIMIX

晚餐 : 拌飯秀菲式風味餐

住宿 : 聖吉爾斯酒店 ST.GILES MAKATI HOTEL 或 韋斯頓牛津酒店 BEST WESTERN OXFORD HOTEL 或 同級

第二天 馬尼拉～巴丹半島(車程 2 小時)～薩曼特山英雄紀念館、巴丹十字架～西班牙渡假村(甜蜜莊園
導覽、東方威尼斯遊船、卡萊薩騎馬車)～馬尼拉
巴丹半島：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南部，介於馬尼拉灣和蘇比克灣之間，長約 48 公里，寬約 24 公里。巴丹半
島三面環海，潔白的沙灘與壯麗的海灣是這裡的特色，其中半島南部最著名的五指灣有著如藍洞一般的岩洞
及地底河流，當地的懸崖跳水是年輕人的最愛，巴丹省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巴丹死亡行軍而著名，首府為巴
蘭加 Balanga。
薩曼特山英雄紀念館：為紀念巴丹戰役犧牲的戰士所建，由白色大理石所建造，肅穆而莊嚴，外圍是一個廣
場，由 19 位國家藝術家拿破崙·阿布韋瓦的高浮雕雕塑所覆蓋，一起描繪了 18 場戰爭的青銅徽章。每個青銅
徽章都有部隊旗幟的旗桿。柱廊的中心是祭壇，後面是三個宗教彩色玻璃壁畫，兩側牆上的大理石上刻著
“巴丹之戰”的敘述。地下室是二戰巴丹戰役博物館，館內陳列了西元 1942 年巴丹戰役的武器文物，可以
瞭解當時戰場的慘烈。巴丹戰役是美國和菲律賓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史，也是美國內戰後美國最大的投
降。麥克阿瑟將軍在離開時曾說"i shall return"，1945 年聯軍反攻收復了菲律賓。
巴丹十字架、和平紀念碑：紀念十字架位於海拔 555 公尺的薩馬特山最高點，紀念碑高 95 公尺，由鋼鐵和
鋼筋混凝土製成，內有電梯可到塔頂。前往紀念十字架需爬上山坡上的曲折道路，路上鋪滿了克雷西多島上
的血石，象徵為了人類和平而犧牲所換來的自由。
西班牙渡假村：渡假村座落於烏馬戈爾河沿岸，BAGAC，BATAAN 巴丹的海邊。藝術家 Acuzar 於 2003 年開始
在 Bagac 重建西班牙殖民地時代的豪宅，2010 年這裡被建成一座世界遺產公園向公眾開放。該園佔地 400 公
頃，擁有 27 個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建築，整個建築經過修復精心重建，並恢復到昔日的輝煌。
這些房子是有其歷史，文化和建築價值，這裡是菲律賓房屋的故鄉，展現了菲律賓最好的傳統和文化，每個
房屋都有自己的故事，通過互動式遺產之旅，體驗 18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獨特工藝。菲律賓人渡假村酒店
充當了西班牙殖民時期豐富的歷史與現代酒店當代豪華舒適之間的橋樑。
我們會安排步行遊覽、搭乘馬車及水都遊船帶您欣賞渡假村的景色，接著將搭乘水上遊船，延著交錯水道，
欣賞有如威尼斯的水上風光，後搭乘傳統的卡萊薩騎馬車，導覽園區各個景點，美不勝收。
晚餐安排於渡假村內享用烤肉 BBQ 或西班牙風味特色餐食，餐後爭取最後的美麗時光，流連渡假村的每個
景色，留下珍貴的照片，之後帶著不捨的心情返回馬尼拉。
餐食 :早餐: 酒店內享用
午餐: 渡假村西式風味套餐
晚餐: 香港小廚中式合菜
住宿 : 聖吉爾斯酒店 ST.GILES MAKATI HOTEL 或 韋斯頓牛津酒店 BEST WESTERN OXFORD HOTEL 或 同級

第三天 馬尼拉～大雅台～達爾火山騎馬遊湖～山中湖～馬尼拉～SEASIDE 海鮮市場
上午展開具有世界奇景之一，離海平面最低,面積最小而且到現在還是活的火山之冒險之旅大雅台火山。炎
炎夏日，不妨來到馬尼拉市內地處高原的大雅台（Tagaytay）避暑，欣賞因火山噴發形成的塔阿爾湖（Taal
Lake）湖光一色的全景，此處更為菲律賓人的渡假勝地，因為距離馬尼拉市區最近且緯度稍高，所以其年平
均溫度在攝氏 26 度上下，氣候宜人舒爽更博得有”小碧瑤”稱之美譽。
首先我們趨車抵達環山公路後您可眺望大雅台火山湖的奇景，每當破曉或日落時分時又罩著一層如薄紗的輕
霧,朦朧中更顯得它的美麗與壯麗。之後換搭乘登上很有特色的螃蟹船前往大雅台火山島遊覽，船行湖上時
碧波萬傾,輕風吹彿，宛如有一葉扁舟漂泊在汪洋大海中,讓您不得不驚嘆這大自然的神奇，上岸後安排騎馬
登臨火山口眺望火山四週,騎在馬上頓時更有那西藏取經之雄心壯志！大雅台火山長年煙霧迷漫,景緻迷人，
火山湖中有一個活火山您可眺望,因火山口內常久未爆發的關係而積成了一個天然的特殊火山口湖，這就是
山中有湖、湖中有山的大雅台火山。
註：大雅台活動時間約 3 小時，為慰勞馬夫辛苦，請自付馬伕小費每人 200 元披索
SEASIDE 海鮮市場(自理餐)：海鮮市場是馬尼拉當地饕客的最愛，一整排的海鮮攤各式現撈海產應有盡有，物
美價廉，您可以試試殺價的功力，採買喜歡的各式海鮮，接著到代客料理餐廳大快朵頤一番。

餐食 :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 韓式風味簡易自助餐

晚餐 : SEASIDE 海鮮市場、敬請自理

住宿 : 聖吉爾斯酒店 ST.GILES MAKATI HOTEL 或 韋斯頓牛津酒店 BEST WESTERN OXFORD HOTEL 或 同級

第四天 馬尼拉～黎剎公園～聖地牙哥古堡～聖奧古斯丁教堂～聖奧古斯汀博物館～羅哈斯日落大道～
機場／桃園
享用飯店早餐後，馬尼拉市區觀光就此起程
黎剎公園：位於馬尼拉市中心，為紀念領導菲律賓獨立運動的英雄人物～荷西．黎剎而命名，公園內有庭園
雅緻的設計及民族獨立的歷史紀念碑，公園內草木繁茂，是當地人假日休憩的所在。
聖地牙哥古堡：位於馬尼拉的古城區。西班牙人當年為抵禦外侮所修建的要塞，城周圍築有壕溝，利用活動
吊橋進出，美國曾將司令部設於此，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也將憲兵隊設於此。堡內史蹟斑斑，它的水牢更是
為一部近代史做了見證，是不可錯過的地方。
聖奧古斯汀教堂：菲國現存最古老的石造教堂，並作為巴洛克教堂的代表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目錄。教堂外
觀乍看下並不起眼，然而內部華麗的巴洛克風格，卻是讓人驚嘆連連，尤其是拱頂和天花板的壁飾，擁有三
維立體浮雕，而懸掛而下的 19 世紀水晶燈更顯奢華奪目，迥異於簡單外觀的藝術裝潢，精雕細琢、華麗繁
複之餘，極具神聖感，也讓教堂成為當地舉辦婚禮的熱門地點。明星張衛健也是選擇在此教堂見證他的愛情
呢。
聖奧古斯汀博物館：展現殖民地的宗教藝術，且整體氛圍有如一座古代修道院，石造建築與隱密格局像是電
影場景，在迴廊內擺設多種古董、油畫與聖像，隨著光線從中庭穿透大窗進入廊間，一股神秘的宗教感環繞
其中，相當值得入內參觀。聖奧古斯汀博物館是托鉑修士管理的私人博物館，展示殖民時期的宗教藝術、教
士的衣服、木雕等，還有宗教節慶時在街上遊行的聖母像拉車，博物館內地下室裡埋葬著數位菲律賓政要，
可見成格排放的墓室，以及富有西班牙氣息的精緻用品。
日落大道：馬尼拉非常受觀迎的海濱長廊。沿著馬尼拉灣的海岸而行，是眾所皆知的美麗日落和充滿熱帶風
情的大道。日落大道是為紀念戰後的第一位總統羅哈斯而命名的，道路寬闊、椰樹夾道，兩旁高樓林立，這
裡融合了東西方的許多特色，觀光客最愛到這裡領略典型的馬尼拉風光。
續專車前往機場，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國門，結束此次難忘的馬尼拉浪漫休閒之旅。
註 1：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
註 2：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晚餐 : 機上餐食
餐食 :早餐 : 酒店內享用
午餐: 四川樓中式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