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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喜來登讓你嗨 ～七美、海上平台(不玩水行程)三日 
【航班時間】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2020/07/22 

【星期三】 
立榮航空 B7-9105 松山機場 08:10 馬公機場 09:00 

2020/07/24 

【星期五】 
立榮航空 B7-8622 馬公機場 14:30 松山機場 15:20 

 

 

【行程特色】 

 適用不玩水團體行程 

 福朋喜來登酒店 

 立榮航空 

 觀光海田海上平台-餵釣海鱺、與烏賊拔河，品嚐多汁肥美的碳烤海蚵及現煮的海鮮粥，讓您親享漁村

生活之樂趣 

 瑰麗南海七美望安跳島遊-桶盤嶼、虎井嶼巡航 

 七美嶼逍遙攬勝-瀏覽望夫石、石獅龍埕、小台灣、雙心石滬等知名美景欣賞純樸的離島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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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說明】 

第一天 
機場集合出發-飛向渡假天堂~澎湖-北環環島采風-通樑古榕、跨海大橋-媽宮土特產體驗-觀

光海田海上平台  

於機場航空櫃台前集合，辦理登機手續前往澎湖。當地澎湖專業領隊熱情歡迎您的到來，親切向您解說

活動安排及注意事項，隨即展開澎湖菊島渡假各項精彩活動。 

【西嶼線環島采風】澎湖最具知名度的地標【跨海大橋】 

知名神木【通樑古榕】超過三百高齡繁枝成蔭為澎湖旅遊必去景點 

漢學文化精華【二崁文化聚落】特殊人文景觀； 

鬼斧神工【大果葉玄武岩石壁】的柱狀節理，為澎湖旅遊必去景點。 

【赤崁漁產觀光商圈】再帶您至北海漁撈重鎮～赤崁，讓您免費品嚐各式漁產加工品，如丁香、小管、

花生等當地知名特產。 

【觀光海田海洋牧場】(誘釣花枝、海鱺餵食、碳烤生蠔) 

搭乘快艇前往箱網養殖的海上平台，您可人手一竿，親自餵食兇

猛的海鱺，看似不受誘惑的烏賊，與您展開一場比心機、鬥耐力

的耐力拔河賽，此時船家已將碳火升好，豎耳傾聽那多汁肥美的

碳烤海蚵，熟透張殼的ㄅㄥㄅㄥ聲，嘴中品嚐現煮的海鮮粥，讓

您親享漁村生活之樂趣！ 

(媽宮土特產試吃】提供黑糖糕、鹹餅、干貝醬、小管乾等等在地知名伴手禮試吃品嚐，還貼心提供機場

提貨物流服務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澎湖風味(300/人)   晚餐：馬公風味餐(300/人) 

第二天 
早安晨喚-前往碼頭-瑰麗南海跳島遊(桶盤嶼巡航、虎井嶼巡航、七美島、望安島)— 

澎坊 Pier3 三號港 購物廣場 

早上前往碼頭搭乘快艇遨遊瑰麗南海離島風光。 

【桶盤嶼、虎井嶼巡航】桶盤與虎井二島柱狀玄武岩節理與板狀

裂理都十分發達，素有澎湖的「黃石公園」美譽。尤其船隻航行

經過，由海上眺望更能感受其極特殊的地形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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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美嶼攬勝采風】澎湖群島中最大的離島，騎乘活動機車環島最為暢快自由，沿著海岸可瀏覽望夫石、

石獅龍埕、小台灣、雙心石滬等知名美景，自然而純樸的離島風光，

吸引您流連忘返。 

【望安嶼悠閒樂活】天台山草原遠眺八島、中社村古厝思古寫真，緩

慢悠閒的漁村生活步調，讓人覺得時間彷彿在此停止轉動了。 

 

(七美.望安島上兩人一台機車.) 單人騎乘則須加價. 

早餐：陽光早餐   午餐：島上自理   晚餐：澎湖風味(300/人) 

 

第三天 馬公古蹟巡禮-機場辦理報到-快樂返回出發地 

【馬公古蹟巡禮，文化精隨】開台首府【天后宮】；走過許多歷史歲月的【中央老街】；清代時期所開

鑿的【四眼井】；充滿著施琅傳奇故事的【萬軍井】，帶領您認識澎湖的歷史發展與文化背景。 

參觀外婆的澎湖灣主唱人-潘安邦昔日於澎湖的住宿地【篤行十村】，此眷村已被澎湖縣政府規劃成「眷

村文化園區」。並開闢庭園步道及展覽休憩空間，成為澎湖旅遊最新的景點。別忘了跟潘安邦外婆及潘

安邦的銅像合影留念喔。午餐後行程結束，前往搭機,帶著美好的渡假心情返回出發地。 

早餐：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300/人)    晚餐：X 

 

【活動備註】 

1.行程內活動順序將依交通班次或潮汐天候等因素彈性調整，請以現場服務人員宣布為準。 

2.如遇人力不可抗拒或有安全考量因素，本公司有權停止行程內活動，將現場協調替換行程或退費處理 

3.出團前若遇天候因素，航班仍正常起降時，旅客認為有生命安全之虞者，旅客可解除契約，但應按旅遊

費用百分之五補償本公司；如本公司有實際損失之費用時(如已開立機票..等)，仍需由旅客賠償。 

4.取消規定：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與旅客簽署旅遊契約書，詳細取消規訂請參閱《國內

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書》。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

算，敬請見諒。 

確認行程將依據確認班機時間做對應修改;以上敬請參考 

 

【團費報價】 

 住宿: 福朋喜來登酒店 街景房(兩人房) 

 $12600/人+1200(全程含餐)=13800/人 

 兩小床的房型/每一人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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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人房 

1. 報價說明本國籍 65 歲以上老人，小孩 VS 成人皆同價-因專案票故同價!! 

2. 兩歲以下嬰兒，團費實收 1000 元。 

3. 專案票價 65 歲以上旅客與成人同價 

 若出發未滿 10 人為您另外計算報價 

馬公專車專導;  但是出海及離島均為合船* 

 

【報價包含】 

 松山馬公往返機票 

 馬公住宿 2 晚 全程含 4 餐 1 餐自理 

 海田/七美+望安島上自行騎機車(2 人一台) 單人騎乘則須加價 

 導遊小費  

 夜釣小管屬 自費活動收費 500 元 請詢問當地導遊 

 

【其它費用】 

 一張床視為二床位最多可有一人不佔床位。 

 飯店同意 12 歲以下小孩可選擇佔床或不佔床。 

 老人(65 歲以上).小孩佔床(6 歲以上 12 歲以下).小孩不佔床(2 歲以上 6 歲以下)。 

 108/9/1 起，福朋喜來登飯店早餐規定，憑身份證件，6 歲以下小孩免費；6~12 歲小孩收半價 330 元/

人 

 

【依航空公司規定】 

 外國人無老人、殘障、殘陪價格，一律算成人價。  

 老人、殘障、殘陪、小孩階層不得超過單筆訂單之總人數兩成，若超過將以成人費用計算。 

【注意事項】 

1. 請於班機起飛 前 1 小時 至機場『團體櫃檯』完成報到手續，否則航空公司將視為 No show，有權取

消其團體機位。 

2. 團體需同班次進出,機票限制為當日當班次有效,不得更改航班及姓名;如有變動，請現場購買全額機票，

原團票依團體退票作業辦理。 

3. 搭乘國內線航班時，年滿 14 歲請務必攜帶有照片的證件正本。例如：健保卡、身分證、學生證、護照

或駕照；未滿 14 歲可使用健保卡(有無照片皆可)、戶口名簿、護照或戶籍謄本。 

4. 航空公司規定託運行李每位 10 公斤，如有超重請自費。 

http://www.gogo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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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常見不可隨身攜帶必須託運的物品有－－照相機腳架或任何刀類物品。 例如：指甲刀、剪刀、刮

鬍刀(電動刮鬍刀可攜帶)。金屬瓶身的高壓噴罐不可隨身攜帶而且也不能託運。 

6. 每人限制隨身攜帶一盒安全火柴或一個打火機，禁止置於手提或託運行李內。防風打火機完全禁止隨身

攜帶、手提或託運。 

7. 含有鋰電池之產品如行動電源、筆電、手機、相機等其備用鋰電池應做好絕緣，並分別放置在保護盒或

塑膠袋內，禁止放在託運行李，僅能隨身攜帶。 

8. 含有鉛酸電池之充電式 LED 燈、手電筒、風扇或電蚊拍等產品，若未經相關震動及壓差測試，禁止置

於手提或託運行李內。 

9. 行前準備行李宜簡便實用，分散包裝，盡量避免攜帶大型行李箱出遊!!  

10. 澎湖交通資源有限，如遇旺日人多壅塞，將彈性調整活動順序以維旅遊品質。 

11. 如遇天候不良飛機停飛或延誤，因而產生之額外消費，需由旅客自行負擔，本公司當協助義務。 

12. 行動不便者(傷殘或年長者)，登機前若需使用輪椅，請於出發前告知。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王育伶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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