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秋季北宿霧潛旅 

1. 潛點簡介 

一、Malapascua 

位於宿霧大島最北面，從 Maya 再出去 40 分鐘船程的小島，可能是世界

上有最大機會在一個潛水點，看到長尾鯊 Thresher Shark 和 Manta Ray 的

地方。 

 Monad Shoal：長尾鯊(不可追、不可越線、不可用閃光燈) 

 Kimud Shoal：賭槌頭鯊 

 Gato Island：洞穴潛水、白鰭鯊、微距 

 Light House：夜潛、麒麟魚 Mating 

 Calanggaman Island：微距、沙洲 

 Doña Marilyn Wreck：沈船 

二、Mactan 

馬克坦島(Mactan)，偉大航海家麥哲倫被當地土著殺死的地方，本身

就是宿霧國際/國內機場的所在地，從機場門口搭計程車到馬克坦

島上的潛水店約 30 分鐘，是最快最近的潛水點，綿延 10 公里左

右的東部珊瑚礁海岸更以陽光藍海白沙灘聞名世界，外海一共有

13 個小島可以潛水，每個潛點各有特色，另外，岸邊有一台沉沒

的小飛機，可以鑽入內艙，不想跑太遠的人，馬克坦島(Mactan)

是首選。 

http://www.doyouhike.net/forum/deepblue/1029883,0,0,0.html 

上面有詳盡的介紹！不過希望能在第一天 CHECK DIVE後,說服導潛帶我

們去 35~45的 San Juan Wreck看沈船，看起來非常的棒！ 

2. 潛水行程說明： 

一、2016 年 9 月 2 號～2016 年 9 月 7 號 

二、集合時間/地點：2016 年 9 月 2 日 03:30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三、匯款帳號：彰化銀行代號 009  / 帳號：5623-86-007316-00 戶名:楊軒 

四、參與人數：12 人。 

五、活動費用：預估值  潛 14 支/花園雙人房 35K  潛 14 支/海景雙人房 36K 

訂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匯款後請聯絡楊軒卻認。 

六、訂票注意事項： 

1. 需自行上網訂購長榮航空機票,有問題請聯絡 0979-378-783 楊軒 

2. 請於 8 月 1 號前將電子機票檔案 Email 給楊軒，將協助列印電子機

票，避免遺忘。 

3. 楊軒 mail: aborigine800927@gmail.com (煩請標題註明姓名) 

 日期 出發地 出發時

間 

目的地 抵達時

間 

班機 飛行時

間 

國際線

去程 

2016 

/09/02 

台北 

(Taipei) 

0710 宿霧 

(Cebu) 

1005 A321 3:00 

http://www.doyouhike.net/forum/deepblue/1029883,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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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線

回程 

2016 

/09/07 

宿霧 

(Cebu) 

1105 台北 

(Taipei) 

1400 A321 2:55 

4. 行李部分，長榮航空票價含 20kg 免費行李，基本上已經足夠！ 

七、潛水行程簡介 

1. Day1 

台北─宿霧─Malapascua（船潛 2 支）  

抵達宿霧後換乘渡假村接駁前往碼頭（約 3.5 hours），抵達碼頭後

換乘螃蟹船前往 Malapascua（約 20 mins），隨後享用中餐，餐後稍

做休息，進行潛水活動(2 支)。 

食：早餐/敬請自理午餐/飯店套餐晚餐/飯店套餐 

2. Day2 

Malapascua（船潛 4 支） 

清晨前往 Monad Shoal 看長尾鯊，隨後返回飯店享用早餐，餐後繼

續進行潛水活動（預計 1 支 Kimud shoal、1 支沈船、1 支夜潛） 

食：早餐/飯店內午餐/飯店套餐晚餐/飯店套餐 

3. Day3 

Malapascua（船潛 4 支） 

清晨前往 Monad Shoal 看長尾鯊，隨後返回飯店享用早餐，餐後繼

續進行潛水活動（預計一次 daytrip to Calanggaman Island 登島+2

支、1 支夜潛） 

食：早餐/飯店內午餐/登島 BBQ 晚餐/飯店套餐 

4. Day4 

Malapascua（船潛 2 支） 

清晨前往 Monad Shoal 看長尾鯊，隨後返回飯店享用早餐，餐後搭

乘飯店接駁至Mactan島Check in 船潛一支（預計1支Kimud shoal、

Mactan1 支） 

食：早餐/飯店內午餐/Mactan 潛店 晚餐/Mactan 潛店 BBQ 

5. Day5 

Malapascua（船潛 2 支） 

上午於 Mactan 船潛兩支，隨後返回飯店享用午餐，餐後於 Mactan

島觀光（預計 2 支） 

食：早餐/飯店內午餐/Mactan 潛店 晚餐/Mactan 潛店 BBQ 

6. Day6 

請自行安排時間前往享用早餐，08：30集合退房、9點到達機場機

場，準備返回溫暖的家！ 

食：早餐/飯店內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行程僅供參考，皆可與當地導潛討論修改，以當地實際狀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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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注意事項 

1. 時差：無 

2. 語言：英文 

3. 簽證：觀光簽證(59 天效期) 

4. 貨幣：披索、美金。(資料顯示當地無 ATM，請預先提領、兌換足

額) 

5. 電話：台灣直撥北宿霧 002-63-，北宿霧直撥台灣 0-886- 

6. 電壓：220V ，三孔圓形或雙孔扁型 

7. 建議攜帶配備：浮力袋、蜂鳴器、流鉤、水中蜂鳴器、手電筒 

8. 請自行投保 DAN 的專業潛水保險，旅平險可代辦(請提供大名、手

機、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9. 如超過半年以上未接觸潛水活動，建議找教練參加水肺複習課程 

10. 多重深度潛水務必攜帶潛水電腦錶 

11. 自費使用高氧氣瓶須出示高氧專長執照 

12. 船潛部份，深度大多超過 18 米，建議有深潛經驗者參加，參加者

建議 30 支氣瓶經驗，如果未達 30 支經驗者，以當地導潛判斷為準 

13. 務必攜帶各級潛水執照，無法出示相關執照得限制夜潛、大深度潛

水 

14. 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影響(颱風、地震、暴風雨)，已訂票後無法退

費、若成員臨時因故無法前往，則該成員須負擔出團成本，無法要

求退費(對方政策)。(原文-Any severe weather events causing 

cancellations are defined as force majeure events and hence not 

subject to any refunds.) 

15. 因潛點需視當地實際狀況，由當地導潛決定之，旅費除固定開銷外

皆為預估值，如潛水稅金、登島烤肉活動 (應該高估)，多退少補。 

16. 最後一項●當地限制攜入貨幣為 10,000 披索；10,000 美金，請留

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