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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艷自由配~想玩哪就玩哪 
2021史上最華麗的煙火秀◎暫定於 4月 22日至 6月 28日盛大舉行 

2021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暫定於 4 月 22 日至 6 月 28 日重磅登

場！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明年即將邁入第 19 年，目前規劃除了延續

往年廣受歡迎的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搭配煙火演出，並邀請國內優秀表

演團體進行專場表演，且結合大型企業進行主題之夜，打造精彩的舞

台表演和精湛的花火盛會，主場地照例選在馬公市觀音亭休閒園區於

施放。澎湖年度最具全國知名度的大型觀光活動，極佳的燈光、浪漫

的氛圍，百年海上煙火你不可錯過。 

★澎湖海上花火節活動時間為每週一、週四晚上 8點開始，花火施放時間為晚上 21:00-21:15， 

地點以馬公市觀音亭園區為主！如遇煙火施放地點不在觀音亭園區時，將無法引導客人前往， 

敬請見諒！最新消息及異動以澎湖縣政府旅遊處公告為主！ 

贈送超值精彩行程內容 
．【北環島之旅】通樑古榕、跨海大橋、二崁古厝、大菓葉玄武岩等人氣拍攝景點。 

．【人文古蹟巡禮】四眼井、中央老街、天后宮、篤行十村，短短的小街豐富的旅程。 

★獨家贈送北環島與古蹟行程，如不參加視同放棄，無法更換其他商品或退費。 

澎湖玩很大~自費加價 GO~~ 
A：陽光沙灘俱樂部：①八合一水上活動②LED 海洋生態瓶 DIY+下午茶點心(二選一) 

B：海洋觀光牧場：新鮮的牡蠣無限量供應，與水中生物拔河，不一樣的釣花枝體驗。 

C：南海浪漫之旅：七美雙心石滬、望安古蹟自然美景；虎井、桶盤海上眺望的絕佳美景。 

 

 

 

 

 

 

 

 

 

 

 

 

 

 

 

 

 

 

 

 

 

澎湖海上花火節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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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台灣本島機場馬公機場→北環島必訪景點之旅→名產品嚐參觀→澎坊免稅商店 

帶著愉快的心情自行前往機場，請於搭乘班機起飛前一小時，抵達航空櫃檯辦理登機手續及拖運行

李！飛往熱情洋溢的澎湖。抵達澎湖機場後，由專車迎接貴賓展開澎湖三天之旅。 

»»北環島之旅：網紅網美打卡勝地，怎麼拍都美麗！(此行程為合車之旅) 

．通樑古榕：通樑村保安宮前超過三百年的老榕樹，是澎湖綠蔭最大的神木，共計擁有九十五 

根氣根的老榕，綠蔭覆蓋廟前空地形成一片乘涼歇息的廣場，若是沒有認真觀察實在難以相 

信全是來自於同一棵樹的枝幹，古榕綠蔭奇觀，很值得探訪。 

．跨海大橋、漁翁島地景藝術園區：澎湖的精神象徵也是地標之一，曾為東亞第一跨海大橋， 

兩端橋頭各建有半圓形拱門一座橋身如長虹淩波，中貫吼門頗為壯觀，漫步橋面上，所有壯闊海

景一覽無遺。是來澎湖遊客非留影不可的拍照景點之一，把澎湖二字拍攝在照片裡，證 

明來過澎湖！漁翁島地景藝術園區內設有濱海步道，可欣賞跨海大橋全景，可在此拍照留念，園

內亦有知名環保藝術家利用廢棄廚具所製作之各種可愛造型海洋動物，栩栩如生。 

．二崁古厝：走入二崁，映入眼簾，最吸睛的便是古厝牆上掛滿了當地居民自創的褒歌內容描 

述生活點滴或傳頌男女思慕情懷，試著以閩南語唸唸看，保證趣味橫生。 

．大菓葉柱狀玄武岩：大菓葉柱狀玄武岩前方是濱海公路的盡頭，蔚藍的海岸線遇上壯麗的柱 

狀玄武岩呈現出如畫般的美麗景色，到此無不被這美麗景色給震懾住。 

．丁香魚工廠：每年丁香魚季，經常湧進大批遊客爭相採購，赤崁丁香令人激賞的品質早已廣 

受消費者的肯定和歡迎。新鮮魚貨承銷和本地海產加工、販售等業務，累積了豐富且專精的海產

加工技術，並擁有大型的零售門市。澎湖赤崁丁香魚是一種含有豐富鈣、磷、鐵～等營養成份的

小魚，也是到澎湖不可缺少的伴手禮之一喔！ 

»»澎湖名產參觀～澎坊免稅店蝦拼樂： 

．黑糖糕工廠：來到澎湖旅遊，免不了要帶些伴手禮回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黑糖糕了，對當 

地人來說黑糖糕除了作為特產，還具有在地的歷史意義。這個由黑糖製成的甘甜爽口又緻密 

的糕點，是來到澎湖遊玩，不妨順道前來不容錯過的景點噢！ 

．PIER3三號港：澎湖最大的免稅商店，匯集國際知名精品、美妝香氛及潮流品牌，讓旅客輕 

鬆追隨時尚魅力的腳步！結合特色餐飲、Whiskey101博物館、星探索極限運動場、in89 豪 

華影城等休閒娛樂設施，融合在地特色，販售令人回味無窮的文創藝品及地方特產，像色彩 

繽紛的珍珠、造型優美的文石貝類等，為到訪澎湖的旅客開啟精彩豐富的旅程。 

»»2021海上花火節～仰望壯麗花火綻放，感受浪漫氛圍： 

．觀音亭親水遊憩區：已有百年的歷史觀音亭為三級古蹟，主祀觀世音菩蕯，也是澎湖最早的 

一座佛教寺院，週邊規劃的親水遊憩區為國際風帆賽場地，一旁則因觀音亭為西瀛勝境而得 

名，夜晚可見七彩霓紅燈照明，所以又稱彩虹橋，成為近年來澎湖花火節施放地點。 

．澎湖海上花火節：想要參與這場花火饗宴的朋友們看來要抓緊時間開始安排行程啦！來去欣 

賞國際海上花火節璀燦的煙火在星空下的熱情與浪漫！ 

★此活動依花火施放日做前後天調整，並依煙火施放之時間，請自行前往觀賞。 

★最新消息及異動以澎湖縣政府旅遊處公告為主！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贈送翡翠小管麵線套餐 晚餐：敬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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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晨喚→全日自由活動(此日不含交通，可另行加購趴趴走環島機車) 

或可參加自費行程-陽光沙灘俱樂部/海洋觀光牧場/南海浪漫之旅(無導遊隨行) 

在美麗的早晨中享用飯店早餐後，您可悠閒的安排自由活動或參加自費行程。 

(A.)陽光沙灘俱樂部精彩活動：(二選一) 

1.陽光沙灘俱樂部任玩嗨翻天：盛夏來臨，久未開封的性感泳衣總算派上了用場，帥 

哥美女齊齊向著海邊出發，享受陽光、沙灘、海浪還有美食，潛水、衝浪、滑板等水上活動更是

樂趣無窮。今夏最新引進最酷的活動－水上摩托車、香蕉船、鴛鴦飛船、超級漫波、水上海戰車

大力水手、拖曳圈漢堡拉拉－無限暢玩。 

2.LED海洋景觀瓶 DIY＋下午茶點心：加入隘門沙灘在地素材，製作屬於你的小夜燈，為這個夏 

天帶來美好回憶。搭配簡易的下午茶，享受著這慵懶的午後時光。 

※陽光沙灘水上活動項目，請依當日天候於現場公告可使用項目為主。 

※浮潛活動若遇風浪過大，海水混濁，以安全為主暫不開放。 

(B.)海洋觀光牧場：新鮮的牡蠣無限量供應，與水中生物拔河，不一樣的釣花枝體驗 

來澎湖遊玩怎麼能不去體驗一下什麼叫海上牧場，什麼叫牡蠣吃到飽！除了碳烤鮮蚵這邊有 

一項超級有趣的活動就是釣花枝，稍微拉出水平面就會像水槍一樣連續發射著力道猛烈的水 

柱，一不小心的話從頭到腳都會被噴濕。更幸運的旅客若將花枝釣上岸，有可能還會遇到他 

對著你吐墨汁喔！ 

(C.)南海浪漫之旅：七美雙心石滬、望安古蹟自然美景；虎井、桶盤海上眺望的絕佳美景 

．七美鄉：壯麗的玄武岩之美，除了玄武岩的節理外，龍埕、小臺灣等海蝕平台也相當壯觀， 

海浪拍打龍埕的海蝕平台，猶如祥龍戲水，雙心石滬更是浪漫的情人們必定造訪的景點。 

．望安鄉：每年夏天來澎湖報到的夏候鳥的生態天台山上廣闊的視野，中社聚落古厝風情，網 

垵沙灘迷人的彎月形沙灘，都是您來到望安不可錯過的好景點哦。 

．虎井嶼、桶盤嶼：因其壯麗的玄武岩，讓它得到澎湖黃石公園的雅稱，現也為澎湖地質公園 

之一。 
※虎井嶼與桶盤嶼此兩島僅巡航不登島。 

※七美、望安島上環島以安全、舒適為考量，為您安排遊覽車環島，並以自由行方式進行。 

※因無隨團人員，敬請旅客多加留意自身安全，並隨時與澎湖分公司保持連絡。中餐及門票敬請自理 

※島上停留時間會因為船班調度而稍有調整，登船時間請依照船公司現場公佈為準。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建議行程，加價 GO】 

備註：以上費用含來回接駁，正確接送地點以當地導遊宣佈為主。 

◎因天氣因素考量，建議向當地導遊洽購安排。◎收費標準：二歲以上均需收費。 

項目 優惠售價 備註 

陽光沙灘水上活動(二選一) 600 元/人 
1.八合一水上活動不限次數任玩半日遊 

2.LED 海洋生態瓶+下午茶 

海洋牧場 500 元/人 炭烤鮮蚵、力搏海鱱魚、海鮮粥(或麵線) 

南海一日遊 1100 元/人 
七美登島(約 2hr)+望安登島(約 1.5hr) 

含島上遊覽車資(不含景點門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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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晨喚→市區觀光古蹟巡禮→中正路自由活動→馬公機場台灣本島機場 

»»跟著導遊看古蹟逛市區，短短的小街豐富的旅程。 

．四眼井：特殊造型的水井口逢旱年不乾涸，水質清涼，是古早人的取水智慧，也是馬公最古 

老的水井。聞名的乾益堂藥膳蛋即位於此，可以自費來份豆干藥膳蛋，品嚐不ㄧ樣的好滋味 

．天后宮：天后宮不僅是馬公的地標，更為澎湖的精神象徵，不僅歷史悠久，其建築特色也令 

人玩味開臺四百年歷史，是全臺澎地區創建最早的媽祖宮，列名國家一級古蹟。 

．中央老街：澎湖老街的建築特色十分具有在地傳統風貌，以咾咕石或玄武岩等當地材料所築 

的圍牆當地稱為菜宅或宅仔內用來抵擋東北季風侵襲雖經過歷史洗禮許多已不復見，但還是 

可以從斷垣殘壁中一窺當天豐富的歷史與文化特色。 

．潘安邦故居：外婆的澎湖灣主唱人－潘安邦昔日的住所篤行十村，此眷村已被規劃成眷村文 

化園區設有庭園步道及展覽休憩空間，來此處走走，感受一下眷村的歷史變遷吧。 

．張雨生紀念館：很少人知道張雨生是在澎湖出生的吧。在一九九三年發行的一天到晚游泳的 

魚專輯時，也為此特地返回澎湖拍攝 MTV。張雨生曾經在電台訪問裡形容澎湖為最美麗的驚 

嘆號，相信當您聽到這種形容詞，一定會點頭讚嘆雨生詞藻的細膩。 

．中正路逛街自由行：說到全澎湖最熱鬧的一條街，非中正路莫屬。因為地理位置的優越性， 
中正路商圈成為澎湖縣商家最密集的黃金地段，不論白天或是黑色，澎湖中正路商圈吸引許多本
地人和外來客在此流連忘返，享受澎湖中正路商圈車水馬龍的感覺。 

．中正路美食特搜：澎湖靠海，所賴以為生的海鮮當然也相當著名，當然除了海鮮餐廳，也可 

以嚐嚐市區當地的特色小吃。除了聽聽導遊的介紹，也集合了一些部落客的推薦，讓所有來到澎

湖的遊客一起來品嚐人氣美食吧！玉冠嫩仙草冰、赤崁炸粿、三哥雞排、阿豹香腸、肉圓、讚哥

燒肉飯、馬路益燒肉飯、福台排骨麵、蛋黃麵、永達素食館…等。可依各人喜好挑選眾多不同種

類的餐食喔。 

帶著滿滿的回憶，結束這三天二夜的愉快之旅！ 

由於離島資源有限，當地遊覽車以接駁方式為主。 

行程順序會依據航班時間與現場實際狀況做前後調整，請依導遊現場實際宣佈為主。 

早餐：飯店提供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超值 B 檔】勝國大飯店同級 

出發日 週一、週二、週三 週四、週五、週六、週日 

房型 二人房/三人房 四人房 二人房/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小孩佔床(2-12 歲) 6590 5990 7390 6790 
老人(65 歲以上) 5590 4990 6390 5790 

小孩不佔床 5290 
特別房差價 單人房差：1700 雙人房指定二床：600 

★飯店早餐型式，非每間飯店均提供飯店內早餐，以各飯店提供之類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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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 A 檔】彩虹文旅或賽納美休閒渡假村或同級 

出發日 週一、週二、週三 週四、週五、週六、週日 

房型 二人房/三人房 四人房 二人房/三人房 四人房 

成人/小孩佔床(2-12 歲) 7990 7290 8790 8090 
老人(65 歲以上) 6990 6290 7790 7090 

小孩不佔床 5590 
特別房差價 單人房差：2500 雙人房指定二床：600 

上述費用不含： 
．澎湖當地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共 300 元，請於行程後交於當地導遊。 
．因於澎湖當地仍有接送機服務，若自願脫隊或放棄行程仍需繳交 300 元服務費。謝謝！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訂房備註： 

．二人房房型為一大床或二床(以一大床為主，恕無法指定，需依實際配房為主)。 
★若指定入住二床房型每人需以飯店等級加價。 
三人、四人房房型為二大床。 

．六歲以上兒童，需佔床位與餐位。六歲以下兒童，可選擇不佔床位，每房最多一位。 
．二歲以下嬰兒含行政服務費、保險，團費 500 元。 
【費用包含】 
．交通：台灣本島至澎湖來回機票。 
．住宿：澎湖地區飯店住宿二晚(依旅行社回覆為準，恕無法指定)。 
．餐食：住宿飯店早餐×2 餐、贈送翡翠海蚵小管麵線套餐×1 餐。 
．保險：每人新台幣 200 萬旅行業責任意外險附加 20 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小孩不佔床費用包含：機票、車資、餐食、保險。 
【其他說明】 
．此報價適用於 2021/04/06~06/27 出發。(不適用於與其他國定假期 4/1-4/5、6/11-6/14。) 
．6/11~6/14 團費：以假日價再加 1000 元。 
．本行程以散客參團並於當地與北、中、高出發之旅客合團合車型態進行，不派隨行領隊， 

安排澎湖當地專業導遊接機並提供全程旅遊服務。 
．加購當地之自費行程為散客成團及當地合併出團，故會有合車合船及更換車輛等狀況，且 

無導遊隨行、午餐自理，敬請見諒。 
．依航空公司規定：老人、小孩、愛心優待票合併計算僅限當團人數二十分之一。 
．預約報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每人 3000 元。於收到款項後，始完成參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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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旅客因故取 

消，將依據【國內團體旅遊定型化契約（105 年 12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修正）】
-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收取取消費用。 

．行程及餐食會視實際情況作調整，但保證會將行程全數走完，若有調整敬請配合及見諒。 
．行程內容因搭乘航空班機、天候因素（颱風）等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 

利，住宿飯店及行程內容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餐廳客滿或休業日，本公司保有餐食彈性 

調整之權利將以當地旅行社及導遊所安排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