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出發航次
 佬沃–菲律賓 
以下各行程提供英語導遊
SVLAO01NM
佬沃市之旅–不含餐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600 人
港幣$
收費:
460 元/成人
港幣$
430 元/小童
抱威大教堂








Robinson Place–從購物、用餐、到各樣的娛樂活動，這裡都應有盡有。 商場內有百貨公司、電影院以
及美食廣場等等。(客人可於這裡自費用餐)
下沉鐘塔–現在已呈下陷並傾斜狀態，這座45公尺高鐘樓曾經是菲律賓最高的建築物，因為建物本身太
重，加上所建之地維進河川地沙質地，所以鐘塔逐漸下沉。
聖威廉大教堂–這教堂是國內最大教堂之一。1612年以義大利文藝復興樣式重建，1880年再完全修復。
教堂外觀是二層樓建築，有四對雙柱支撐。
抱威大教堂–199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抱威教堂，是一座用珊瑚石塊與灰泥磚所建，融合巴洛克式
與東方式的建築。在基座是用大塊珊瑚石，而牆的上層就以白磚砌造。這座在兩側及後緣以巨大拱壁支
撐的教堂，被認為是菲律賓最傑出的建築之一。
馬可仕博物館 –坐落於北伊羅戈省巴塔克的市中心，是一座關於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可仕的博物
館。博物館內收藏有馬可仕的遺物和相關的紀念物，包括圖片、照片、軍事勛章、他寫的相關文章以及
他的辦公桌等。(約有20級樓梯前往展覽室)

SVLAO02WM
佬沃海景假日酒店休閒之旅 –含午餐
行程時間: 約 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200 人
港幣$
收費:
460 元/成人
港幣$
430 元/小童
佬沃海景假日酒店




午餐於佬沃海景假日酒店。
佬沃海景假日酒店 - 77 公頃的度假村，擁有大量的娛樂設施，水上及戶外活動中心多姿多彩，為您帶來
愉快又刺激的時光。
乘客可自費參加度假村活動:
o 水上活動如水上電單車、獨木舟、浮潛
o 熱氣球
o 射擊
o 騎馬活動
o 沙漠四驅車
o 四驅車及滑沙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度假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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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出發航次
SVLAO03WM
維甘古鎮遊–含午餐
行程時間: 約 6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300 人
收費:

港幣$
港幣$

570 元/成人
540 元/小童
維甘古鎮









午餐於當地餐廳。
奎俊洛哥路 (維甘古鎮)–建於16世紀的維甘為南伊洛克斯省的省會，市區內仍保留著亞洲最古樸的西班
牙殖民時期的建築，於1999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維甘市最經典的老街為奎俊洛哥路，街道兩旁都是數
百年的老宅，建築融合西式、中式與墨西哥式。
聖保羅大教堂–教堂建築以西班牙教堂為樣板，但也考慮到當地多颱風、多地震的氣候和地質因素而設
計為長方形，無側廊和交叉部，適量降低建築高度，形成了菲律賓樣式的基督教堂。同時還受到中國宗
教建築的影響，教堂正面結構講究。於1999 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薩爾塞多廣場 – 廣場中有一座薩塞多的紀念碑， 是北部最古老的紀念碑。
古宅博物館–古宅博物館為菲律賓重要人物 Father Jose Burgo 的老宅，他曾參加菲律賓反抗西班牙殖民
的革命戰爭，但最後因戰敗被俘，未能成功就過世。古宅於1990年成為國家博物館，裡面陳列了伊洛克
斯傳統的文化與生活，也記錄著西班牙殖民的革命點滴。

SVLAO04WM
抱威沙丘歷險之旅 –含午餐
行程時間: 約 4.5 小時 (包括交通行駛時間)
最少參加人數為 30 人, 最多為 120 人
港幣$
收費:
790 元/成人
港幣$
790 元/小童
** 參加此團隊的客人需填寫聲明書
** 此團不適合行動不便，身體不適，輪椅客人及 8 歲以下之小童
** 基於安全理由，8-11 歲小童必須有成人陪同。





抱威沙丘

午餐於佬沃海景假日酒店。
抱威沙丘 – 佔地面積 88 公里，毗鄰 Suba 海灘。四驅車及滑沙是這裡受歡迎的活動。當身處沙丘最高
處眼前一望，是無際的沙丘及Suba 海灘漂亮的景色。
抱威大教堂–1993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抱威教堂，是一座用珊瑚石塊與灰泥磚所建，融合巴洛克式
與東方式的建築。在基座是用大塊珊瑚石，而牆的上層就以白磚砌造。這座在兩側及後緣以巨大拱壁支
撐的教堂，被認為是菲律賓最傑出的建築之一。

重要提示:
 乘客請先考慮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歷紀錄，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此岸上觀光團。
 此岸上觀光團不建議以下乘客參加: 懷孕的乘客; 近期曾接受手術的乘客; 正在服用處方藥物或接受治療的乘客; 曾患
有頸部、背部、膝蓋及/或肩部損傷的乘客; 患有心臟病、哮喘、糖尿病、癲癇、呼吸道問題及/或身體殘疾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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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017 年 3 月 17 日至 5 月 31 日出發航次
注意事項:
平安保險保障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年齡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醫療費用
旅程期間因意外而導致的緊急醫護疏散費用
US$5,000
US$5,000
6 個月或以上
此平安保險由美亞保險承保, 所有條款細則及不承保事項，一概以美亞保險所發之保單為準。本公司有權對顧客終止所有保障而不向外
宣佈。
平安保險用途並非取代旅遊保險，本公司強烈建議顧客出發前購買旅遊保險，以獲得更全面的旅遊保障。
小童優惠價適用於 12 歲以下之小童，小童 2 歲以下免費。
岸上遊覽團可安排素菜餐，請於報名時提出有關要求。
部分岸上遊覽團可能需要步行較長路程，消耗較多體力。請乘客在參加該等岸上遊覽團前注意其身體狀況。
部分岸上遊覽團設有最低人數標準，如人數未及標準，可不能成團。
所有岸上遊覽團均按先到先得的形式接受報名，並設有最高接待限額；本公司建議閣下儘早報名，以免因滿額帶來不便。
岸上遊覽團團隊票一經售出，屬不予以退款，也不可以轉讓。
請乘客保護好私人物品，謹防偷盜、搶劫。
乘客在碼頭內外或參加岸上遊覽團期間，請加陪小心，以防造成意外。
乘客外出時注意用餐衛生，請不要在髒亂的環境下飲用及用餐。
岸上遊覽團是由獨立當地接待旅行社安排，麗星郵輪集團只為該接待旅行社代售岸上遊覽團的套票。麗星郵輪集團（包括其工作人
員、職員及分支機構）將不會為該接待旅行社之行為、疏忽、缺失或遺漏及／或旅客因岸上遊覽團而引至之損失或傷害承擔任何責
任。
接待旅行社有權因應運作上的需要、天氣情況及／或旅客之安全、舒適或享受需要而更改行程（包括，但不限於，觀光地點、交
通、住宿及餐飲安排）。行程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麗星郵輪集團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上述變更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延
誤、不便、失望或費用等承擔任何責任。
麗星郵輪集團（包括其工作人員、職員及分支機構）及接待旅行社均不需就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至旅客之損失、傷害、索償、費用及
支出而承擔任何責任。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或戰爭威脅、動亂、災難、天災（包括，但不限於，惡劣天氣情況、風
暴、海嘯、地震及／或颱風）、恐怖活動、火災、交通工具技術故障、港口關閉、罷工及其他工業行動、政府部門之行動或決定及
其他不受麗星郵輪集團及接待旅行社控制之其他情況。
接待旅行社有權根據以下幾點拒絕乘客參加岸上遊覽團或取消岸上遊覽團: 遲到的乘客; 安全因素; 移民清關; 及超越接待旅行社管轄範
圍之內的因素。
宣傳刊物所載資料在送印時皆為正確，麗星郵輪集團保留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最終權利而毋須事前通知。如有任何爭議，麗星郵輪集
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除了麗星郵輪集團船上之岸上觀光櫃檯安排的相關交通服務以外，麗星郵輪集團將不對其他自由行乘客在所停靠港口的任何活動/交
通服務負責，岸上或港口以外的任何活動/交通服務不在麗星郵輪集團的控制範圍內。
行程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詳情參照船上岸上觀光團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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