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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旅展、四人一室】福朋喜來登、澎湖自由行三日
直售

去程航班

回程航班

出發日

出發

價

機位

10/18
(日)

台北

6,199

10

華信航空 AE2375
起飛 15:50
抵達 16:50

華信航空 AE368
起飛 12:30
抵達 13:25

10/19
(一)

台北

10

華信航空 AE2375
起飛 15:50
抵達 16:50

華信航空 AE368
起飛 12:30
抵達 13:25
華信航空 AE368
起飛 12:30
抵達 13:25

5,999

10/20
(二)

台北

5,999

10

華信航空 AE2375
起飛 15:50
抵達 16:50

10/24
(六)

台北

6,599

10

華信航空 AE2375
起飛 15:50
抵達 16:50

華信航空 AE368
起飛 12:30
抵達 13:25
華信航空 AE2370
起飛 14:20
抵達 15:05

11/03
(二)

台北

4,999

10

華信航空 AE2369
起飛 11:40
抵達 12:25

11/10
(二)

台北

4,999

10

華信航空 AE2369
起飛 11:40
抵達 12:25

華信航空 AE2370
起飛 14:20
抵達 15:05
華信航空 AE2370
起飛 14:20
抵達 15:05
華信航空 AE2370
起飛 14:20
抵達 15:05

12/01
(二)

台北

4,999

10

華信航空 AE2369
起飛 11:40
抵達 12:25

12/08
(二)

台北

4,999

10

華信航空 AE2369
起飛 11:40
抵達 12:25

行程特色
【住宿安排】
福朋喜來登飯店：澎湖地區唯一國際連鎖酒店。酒店提供免費上網服務、寬敞時尚的健身中心、烤箱、SPA、三溫暖和無邊際游
泳池是您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提供您美好假期一切應有的極致享受，高雅且獨樹一格的設計，讓您遠離遊客的喧嚷。

澎湖：臺灣海峽最閃耀的明珠，九十座島嶼上累積著歷史人文的智慧結晶，壯麗的海洋景色，讓澎湖處處充滿了大自然的禮讚。
而夏日的澎湖，碧海藍天與柔白細緻沙灘的雙重享受，各式各樣的沙灘水上遊樂設施，讓您盡情的享受水上世界，還有歎為觀止
的海洋生態，成串的美景肯定會贏得您連聲的讚嘆。

主要景點：最具代表性的澎湖跨海大橋，橫跨白沙與西嶼兩島；列為國定古蹟的天后宮、西嶼西臺；樹齡已逾三百年的通樑古
榕；聽浪觀濤的風櫃洞、鯨魚洞；臺灣最早建造的漁翁島燈塔。

【注意事項】
1.本行程票種為團體專案機票，限當日當班使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開票後如欲取消，將依照航空公司規定，收取部分
費用。
2.本行程開立之航空優惠機票，無兒童、敬老、愛心票種之分，故佔床者皆為相同報價。
3.二歲以下嬰兒，請攜帶嬰兒身分文件於航空櫃台自行辦理保險票。
4.本行程正確班機、住宿飯店均需待航空公司確認後為準。
5.為避免發生機位或飯店客滿的狀況，建議您及早規劃行程。
6.為確保權益，搭乘晚班機者，請於住宿當日與飯店確認 CHECK IN 時間。
7.個人慣用之常備藥品，請隨身攜帶，請勿放置大件行李或托運行李中，以方便用藥。
8.攜帶鋰電池搭機之旅客，不可放置於託運行李中。每人最多可於手提行李中攜帶兩個備用電池。
9.澎湖地區參考住宿：離島飯店住宿品質以乾淨整潔為主，恕無法指定住宿，需以行程確認單為主。

10.訂購本產品前，訂購人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視同旅客同意相關取消(含異動)之規定，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
自行負責。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11.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
權益。
【費用包含】
1.交通：台北(松山)／澎湖／台北(松山)，團體機票乙張。
註：本行程報名確認開票後，將依照航空公司規定，收取部分費用。
2.住宿兩晚：五星福朋喜來登飯店，四人一室含早餐。
★指定住宿三人一室，每人加價 NTD400。
★指定住宿兩人一室，每人加價 NTD1400。
註 1：本行程旅客需自行確認人數與住宿房型，恕無法提供其它旅客共同使用房間之服務。
註 2：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3：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註 4：離島行程滿 6 歲即視同大人。
★嬰兒(未滿 2 歲)：NTD500(保險及作業手續費)
★6 歲以下兒童 佔床：同大人售價。
★6 歲以下兒童不佔床：依大人網站訂價減 NTD2000。
註：每房限乙位兒童不佔床。
3.保險：2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含】
1.航空行李託運規定每人限重 10 公斤，超過部分將加收行李超重費。
2.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
3.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參考地圖】

溫馨提醒與建議
澎湖團體航班多為早去午回、午去午回、午去晚回，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最終確認航班為主。
票種為團體專案機票，限當日當班使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開票後如欲取消，將依照航空公司規定，收取部分費用。 此
行程開立之航空優惠機票，無兒童、敬老、愛心票種之分，故佔床者皆為相同報價，敬請見諒。 二歲以下嬰兒，請攜帶嬰兒身分
文件於航空櫃台自行辦理保險票。 此行程正確班機、住宿飯店均需待航空公司確認後為準。 為避免發生機位或飯店客滿的狀況，
建議您及早規劃行程。 為確保權益，搭乘晚班機者，請於住宿當日與飯店確認 CHECK IN 時間。 個人慣用之常備藥品，請隨身攜
帶，請勿放置大件行李或托運行李中，以方便用藥。 攜帶鋰電池搭機之旅客，不可放置於託運行李中。每人最多可於"手提行李"
中攜帶兩個備用電池。 澎湖地區參考住宿：離島飯店住宿品質以乾淨整潔為主，恕無法指定住宿，需以行程確認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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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據【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100 年 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正）】-第十二條之一（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
5%補償他方。若依實際之取消費用大於 5%取消費(如已開立機票..等)，本公司依規定內容扣除必要費用後退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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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100 年 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正）】-第十一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收取取消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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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本產品前，訂購人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視
同旅客同意相關取消（含異動）之規定，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購人將居於代理人
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
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求得最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航班時間
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安排
第1天

台北(松山機場)／馬公～自由活動

請自行前往台北松山機場，於搭乘班機起飛前 1 小時，抵達航空櫃檯辦理劃位手續及掛行李後，飛往
熱情洋溢的菊島～澎湖。
註 1：因虎航班機加入澎湖營運機隊，華信將部分提供 A320 機型執勤，詳情需以當日華信派勤為主。
註 2：搭乘國內線班機，需準備個人身份證，出發前請再次檢查您的身份證帶了沒？
註 3：14 歲以下可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健保卡(需有照片)代替即可。
註 4：本行程票種為團體專案機票，限當日當班使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開票後如欲取消，將依照航空公司規定，收取
部分費用。
註 5：團體機位無法選位且國內航線機上無提供餐食，請見諒。
註 6：澎湖飯店雙人房為一大床房型為主、四人房為兩大床型為主，恕無法接受指定飯店及房型，需依實際配房為主。
【推薦景點】
01.澎湖風景區管理處：認識澎湖的歷史及特色，不知您對澎湖是否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02.中屯風車：四座雄偉的風車在風勢的協助下飛快的轉動，讓您站在風車下感受新的體驗。
03.跨海大橋：在橋上觀看大吼門、小吼門的漩渦。
04.鯨魚洞的飛天泡沫雨：只有在冬季的澎湖才能見到的不同景緻。
05.二崁古厝：閩南式建築，喜愛攝影的朋友流連忘返駐足取景的絕佳場所。
06.文石礦區：這裡有滿地的文石等您細細賞玩及參觀，更可挖石蚵品嚐最新鮮的生蠔。
07.通樑古榕：百年老榕樹和有名的仙人掌冰淇淋那是更加不能錯過。
晚間可自行前往馬公港邊喝咖啡、賞夜景，SHOPPING、PUB 喝喝小酒、海產小吃街逛逛或陸上的鐵達尼號《菊島之星》走走晃
晃。

餐 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 宿： 福朋喜來登飯店
第2天

全日自由活動

今日全天自由活動，您可閑賦輕走探訪，體驗菊島的風情。
【推薦景點】
01.老郵局：日治時代的老郵局，外觀像似日本幕府時代的戰帽。
02.關稅局：巴洛克建築的日治時期關稅局。
03.順承門：殘存的古城牆、奇特的古城門，見證媽宮之真。
04.潘安邦老家：外婆的澎湖灣住所如今也成了藝術工作者的表演天堂。
05.張雨生故居：天到晚游泳的魚，永遠記住天天想你。
06.觀音亭：馬公地區最大的海水浴場綜合遊樂園區，看海看風帆看夕陽。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 宿： 福朋喜來登飯店
第3天

自由活動～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早餐後，您可把握在這美麗菊島的最後時間，自行前往市區著名景點走走晃晃，天后宮、施公祠、萬
軍井、中央古街、四眼井等您的到訪；下午時刻建議您可前往中正街血拼土特產，黑糖糕、冬瓜糕、
小管燒等，來一趟澎湖怎能忘了它？
【推薦景點】

01.四眼井：數百年的古井，數朝代的古街，孕育媽宮之善。
02.施公祠：施琅將軍紀念廟，台灣少數的施琅廟。
03.天后宮：媽祖娘的傳奇、古蹟廟的藝術，展現媽宮之美。
04.中央老街：700 年歷史的中央老街，清朝與日治時期的房舍大多拆除，僅留街道上古今足音徘徊。
自行前往澎湖機場，自行辦理登機手續，帶著豐富美好的回憶返回溫暖的家。

餐 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住 宿： 溫暖的家

簽證說明
1.前往澎湖需備妥身份證正本，14 歲以下可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健保卡(需有照片)代替即可。
2.如有外籍人士，請攜帶開票時所提供的證件正本（護照或居留證），敬請特別注意。

自費活動
地點

澎湖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澎湖租車 24 小時租車時間，讓您旅遊更自由自在。
溫馨提醒：
1.不包含馬公機場來回接送，取還車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正
路 1 號(成發旅行社)。
2.本商品訂購時，承租人須年滿 20 歲及持有有效駕駛執照滿
一年以上。
澎湖房車租賃【成發租
3.承租人攜帶身分證及駕照；外國人不適用此租車規定。
車】-澎湖 1.5 房車租
4.若證件不齊全租車公司保有現場提供車輛與否權利，恕不做
用 24 小時
任何退費。
5.本車輛使用之燃油由承租人自備，還車時油量若少於出車時
油量，應負責補足。
注意事項：
1.車輛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失竊或其他肇事等事件時，請立
即通知警察機關。

行程費用

幣別：新台幣
大人：1800(每輛)
小孩：

2.如逾時歸還車輛，旅客需自行於現場補足價差。
24 小時
報名行程時一同報名加購自費
澎湖租車 24 小時租車時間。
不包含馬公機場來回接送。
星期一到五：8：30～18：30 ；星期六、日：
營業時間：
8：30～22：30
活動時間：
報名方式：
費用包含：
特別說明：

澎湖

澎湖租車 48 小時租車時間，讓您旅遊更自由自在。
溫馨提醒：
1.不包含馬公機場接送，取還車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
號(成發旅行社)。
2.本商品訂購時，承租人須年滿 20 歲及持有有效駕駛執照滿
一年以上。
3.承租人攜帶身分證及駕照；外國人不適用此租車規定。
4.若證件不齊全租車公司保有現場提供車輛與否權利，恕不做
任何退費。
5.本車輛使用之燃油由承租人自備，還車時油量若少於出車時
澎湖房車租賃【成發租
油量，應負責補足。
車】-澎湖 1.5 房車租
注意事項：
用 48 小時
1.車輛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失竊或其他肇事等事件時，請立
即通知警察機關。
2.如逾時歸還車輛，旅客需自行於現場補足價差。

幣別：新台幣
大人：3600(每輛)
小孩：

48 小時
報名行程時一同報名加購自費
澎湖租車 48 小時租車時間。
不包含馬公機場接送。
星期一到五：8：30～18：30 ；星期六、日：
營業時間：
8：30～22：30
活動時間：
報名方式：
費用包含：
特別說明：

澎湖

澎湖租車 48 小時租車時間，讓您旅遊更自由自在。
溫馨提醒：
1.不包含馬公機場接送，取還車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
號(成發旅行社)。
2.本商品訂購時，承租人須年滿 18 歲並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3.承租人攜帶身分證及駕照；外國人不適用此租車規定。
4.若證件不齊全租車公司保有現場提供車輛與否權利，恕不做
任何退費。
5.本車輛使用之燃油由承租人自備，還車時油量若少於出車時
澎湖機車租賃【成發租 油量，應負責補足。
車】-澎湖重型機車租 注意事項：
車 48 小時
1.車輛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失竊或其他肇事等事件時，請立
即通知警察機關。
2.如逾時歸還車輛，旅客需自行於現場補足價差。

幣別：新台幣
大人：900(每輛)
小孩：

48 小時
報名行程時一同報名加購自費
澎湖租車 48 小時租車時間、安全帽。
無
星期一到五：8：30～18：30 ；星期六、日：
營業時間：
8：30～22：30
活動時間：
報名方式：
費用包含：
特別說明：

澎湖

澎湖租車 24 小時租車時間，讓您旅遊更自由自在。
溫馨提醒：
1.不包含馬公機場接送，取還車地址：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
澎湖機車租賃【成發租 號(成發旅行社)。
車】-澎湖重型機車租 2.本商品訂購時，承租人須年滿 18 歲並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3.承租人攜帶身分證及駕照；外國人不適用此租車規定。
車 24 小時
4.若證件不齊全租車公司保有現場提供車輛與否權利，恕不做
任何退費。
5.本車輛使用之燃油由承租人自備，還車時油量若少於出車時

幣別：新台幣
大人：450(每輛)
小孩：

油量，應負責補足。
注意事項：
1.車輛若發生任何意外事故、失竊或其他肇事等事件時，請立
即通知警察機關。
2.如逾時歸還車輛，旅客需自行於現場補足價差。
24 小時
報名行程時一同報名加購自費
澎湖租車 24 小時租車時間、安全帽。
無
星期一到五：8：30～18：30 ；星期六、日：
營業時間：
8：30～22：30
活動時間：
報名方式：
費用包含：
特別說明：

行程規定
◆費用內含：
【交通】台北(松山)/澎湖「華信航空」來回機票。
【住宿】澎湖福朋喜來登飯店或同級住宿 2 晚(含早餐)
【保險】2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20 萬意外醫療險。
【兒童不佔床】不含飯店內床位、早餐。
(兒童若達到飯店收費標準，須依飯店規定現場自行付費)
【嬰兒(二歲以下)】僅收取保險作業手續費，其他內容皆不包含。
◆費用不含：
＊航空行李託運規定每人限重 10 公斤，超過部分將加收行李超重費。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訂房規定】
●飯店訂房狀況以可樂旅遊回覆為準。
●依各飯店規定兒童不佔床，每房僅限一位，其他如有費用支出請現場自付。
●住宿飯店之床型皆以可樂旅遊回覆為主，如有特殊需求請事先告知。
●如欲升等其他房型，依可樂旅遊作業程序，按飯店規定補收差價。
●飯店住房之遵守事項，相關規定請依照飯店公告為主。
【取消規定】
●此訂單需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始可生效，並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訂購確認單】，敬請詳閱該確認書內容。
●旅客取消行程《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後通知旅行社取消者》
【注意事項】
●價格如有調整，以可樂旅遊網網站公告之新價格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行程載明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氣候或假日人潮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調整。

小費說明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每日旅館客房清理及行李小費。
‧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旅遊錦囊

國內飛機：
搭乘飛機請攜帶有照片之證件正本(如：身分證正本、駕照正本、健保卡正本)。 如有兒童同行，請攜帶戶口名簿正本及健保卡，以利辦
特別注意。 為維護旅客的搭乘權益，請於起飛前 60 分鐘，抵達所屬航空公司櫃檯辦理報到手續，最遲於起飛前 30 分鐘辦妥報到手續

當班使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開票後如欲取消，將依照航空公司規定，收取部分費用。 團體票座位依照姓氏筆劃排列事先刷
床：住宿現場認定超過規定產生之費用，請於現場補足。

安全守則

飯店 CHECK IN 時請出示證件辦理入住；參加當地自費行程請與當地聯絡人連繫。 旅客聯絡手機請保持暢通，如因手機號碼錯誤或無
件；未帶駕照者無法取車。 出門旅遊請務必攜帶身份證、健保卡。 休閒旅遊，為求行走方便，請著輕裝便鞋。 個人裝備：休閒鞋、相
曬油、零用錢。 個人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妥善。
～～～

祝旅途愉快！

～～～

台北市松江路 190 號 2F-1
TEL:02-25230313
E-MAIL:abitpe@ms11.hinet.net
https://goo.gl/abvL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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