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山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北路 112 巷 8 弄 38 號    電話:07-6105901 

 

不分平假日套餐$4,401 /位(包含藍色框框內全部哦) 

1、台灣澎湖交通：嘉義布袋港-澎湖馬公港高速客輪來回船票(航行時間約 90 分鐘)。 

2、馬公住宿：澎湖馬公市【慶霖飯店】可加價 800/位升級【凱樂瑪麗民宿】住宿兩晚。 

3、馬公交通：馬公本島機車 2 人一部三天(不含油資) (單人需補差價)。 

4、馬公活動：隘門沙灘(陽光沙灘水上活動八合一無限暢玩)。(可加價升等其他活動) 

5、馬公膳食：馬公 BBQ 炭烤吃到飽一餐。 

6、保險：每人 200 萬旅遊保險(含 20 萬醫療險) +500 萬履約責任險。 

7、特別贈送：【獨家】名產店折扣卡～市場唯一讓您血拚大平台。 

8、特別贈送：【獨家】澎湖旅遊指南手冊。 

【售價說明】4/25-6/30 花火期間星期四、日、出發均為花火節日 

星期五、六、出發均為假日，連續假日 4/2-4/5、6/3-6/5、9/9-9/11、10/8-10/10 

(澎湖の旅) 
三天兩夜 

慶霖飯店 
慶霖飯店 
連續假日 

凱樂瑪麗 
凱樂瑪麗 
連續假日 

成人 
(12 歲以上) 

$4401/位 $5901/位 $5201/位 $6701/位 

滿 6 歲 
未滿 12 歲佔床 

$4001/位 $5501/位 $4801/位 $6301/位 

滿 3 歲 
未滿 6歲不佔床

不佔機車 
$2000/位 $2000/位 $2000/位 $2000/位 

3 歲以下 $300/位 $300/位 $300/位 $300/位 

 

 

澎湖の旅不分平假日三天兩夜套餐$4,401 

福山旅行社 

點藍色這裡可

以連結看到飯

店介紹 

http://mysys.greenscope.com.tw/pubimg/system/newpost/17638/files/2020012723283004.pdf
http://mysys.greenscope.com.tw/pubimg/system/newpost/17638/files/2020012723283004.pdf
https://goo.gl/sBvTz4
https://goo.gl/sBvTz4
https://goo.gl/sBvTz4
https://goo.gl/sBvTz4
https://goo.gl/sBvT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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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航班參考】暫定開船時間，實際時間依船公司公告為準(航行時間 90 分鐘) 

去程出發地 啟航時間 去程抵達地 回程出發地 啟航時間 回程抵達地 

嘉義布袋港 

09:00 

澎湖龍門港 澎湖龍門港 

15:00 

嘉義布袋港 

09:30 15:30 

10:00 16:00 

10:30 
澎湖馬公港 澎湖馬公港 

16:30 

11:00 16:45 
 

【雲豹航班參考】暫定開船時間，實際時間依船公司公告為準(航行時間 60 分鐘) 

去程出發地 啟航時間 去程抵達地 回程出發地 啟航時間 回程抵達地 

嘉義布袋港 
07:30 澎湖馬公港 澎湖馬公港 13:30 

嘉義布袋港 
10:30 澎湖馬公港 澎湖馬公港 16:30 

 
【旅遊保障】 

1、每人提供 200 萬旅遊保險(含 20 萬醫療險)。 

2、500 萬履約責任險。 

3、本公司所有旅遊活動均為『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監督，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 

 
夜釣小管 

450 元/位 

海洋牧場 

450 元/位 

隘門沙灘水上活動

500 元/位 

吉貝水上活動 

700 元/位 

七美望安 

950 元/位 

     

❤詳細內容點此了解內容❤ 

 

東海之旅 

1100 元/位 

七美藍洞 

1200 元/位 

七美浮潛 

1400 元/位 

海底漫步 

1250 元/位 

白猿坑東海半日遊 

600 元/位 

     

❤詳細內容點此了解內容❤ 

http://www.travel.org.tw/
http://mysys.greenscope.com.tw/pubimg/system/newpost/17638/files/2020012723363101.pdf
http://mysys.greenscope.com.tw/pubimg/system/newpost/17638/files/20200526222909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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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行程】 

Day1 ☆北環半日遊☆ 

嘉義布袋港→船公司窗口領票→澎湖馬公港→北環半日遊→返回馬公市區。 

Day2 ☆金沙灘の旅+BBQ 吃到飽☆ 

飯店出發→隘門沙灘→水上活動無限暢玩→BBQ 吃到飽→返回飯店。 

Day3 ☆馬公市區觀光☆ 

飯店出發→馬公市區觀光→再見菊島。 

 

【其他加購】 

品項 詳細內容 
每人加價

價格 

馬公夜釣小管 夜釣小管 (附小管麵線、小管生魚片) 450/位 

海洋牧場 炭烤蚵蠣及海鮮粥吃到飽 450/位 

隘門水上之旅 隘門陽光沙灘水上活動套裝 500/位 

吉貝水上之旅 來回船票+機車+吉貝沙尾沙灘水上活動 700/位 

七美望安 七美、望安雙島含機車 950/位 

東海之旅 水上活動+東海踏浪+潮間帶餵魚秀 1100/位 

七美藍洞套裝 七美島含機車+西吉嶼(藍洞)巡航 1200/位 

七美浮潛一日遊 七美浮潛一日遊、七美島月鯉灣浮潛(含裝備) 1400/位 

本島海底漫步 搭乘海賊船出海+跳水活動+海底漫步活動(含裝備) 1250/位 

白猿坑東海半日遊 無人島巡航+燕鷗餵食秀+現烤東海生蠔 600/位 

水族館 澎湖水族館門票 250/位 

馬公 BBQ 燒烤 自助式 BBQ 吃到飽 400/位 

隘門漁人體驗 趣味海釣+捕螃蟹曳繩網收+抓鰻筒體驗專人生態觀察及解說 400/位 

台中出發來回接駁車 台中發車地點：台中統連中港轉運站、台中火車站、烏日高鐵站 650/位 

台北出發來回接駁車 台北發車地點：台北轉運站、三重重陽站、桃園南崁站 1100/位 

船票更換機票 改搭飛機-台北出發(含澎湖機場-飯店來回接送) 2900/人起 

船票更換機票 改搭飛機-台中出發(含澎湖機場-飯店來回接送) 2300/人起 

船票更換機票 改搭飛機-高雄出發(含澎湖機場-飯店來回接送) 2100/人起 

 



福山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北路 112 巷 8 弄 38 號    電話:07-6105901 

北中部至布袋港長程接駁車專案 

南下時間 4/1 正式起跑 

週二-四 05:20 

週五-一 05:00 

台北轉運站 

(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一段 209 號 3 樓 15 號月台 京站轉運站) 

05:15 三重重陽站(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 91 號 統聯客運) 

05:35 經國轉運站(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801 號 統聯客運) 

07:00 後台中火車站(綠川西街、台灣大道交叉口，超吉飯桶對面) 

07:20 統聯朝馬站(朝富路、朝馬路交叉口 全家便利商店) 

07:30 台中中港轉運站(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4 段 637 號 統聯客運) 

07:40 烏日高鐵(六號出口，9、10 號遊覽車停車格) 

07:50 彰化交流道(彰化市中華西路 522 號 祥安巴士旁) 

08:10 員林交流道(彰化縣溪湖鎮 514 東溪里員鹿路一段 253 號 萊爾富) 

09:10 抵達布袋港 

北部出發價格 來回$1100 單程$700 

中部出發價格 來回$650 單程$500 

實際接駁時間以出發前一天司機電話聯絡確認為主 
1.攜帶寵物(貓狗)必須使用寵物籠，並現場付費 100 元/隻，台北段 100，台中段 100，來回分開計費。 

2.鳥禽類禁止上車。 

3.提供腳踏車隨車服務，但車型以可折疊式為限，且須使用攜車袋或是紙箱裝妥。 

4.旅客現場如不同意費用，司機有權拒絕寵物或物品上車。 

5.車公司作業時間為星期一~星期五，出發前一天由車公司直接跟客人連絡告知接駁車資訊，星期六、日、一出發的客人會

在星期五下午開始收到資訊，如客人未接到車公司電話請來電告知。 

6. 出發前 7 天取消，收取手續費 100 元/人；當天取消視同 No Show，無退票價值。 

短程接駁車專案 

停靠站 接駁地點 發車時間 單程/來回票價 

台南火車站 前站右方 7-11 07:40 $300/500 

永康站 鹽行派出所對面麥當勞 08:10 $300/500 

麻豆站 新樓醫院旁 7-11 08:30 $300/500 

新營火車站 門口 08:30 $150/$300 

新營客運站 統聯對面麥當勞 08:40 $150/$300 

嘉義火車站 後站 08:00 $200/$400 

嘉義太保高鐵 三號出口 08:30 $150/$300 

實際接駁時間以出發前一天司機電話聯絡確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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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加入 LINE@ 

LINE@ ID【@f388】 

(要加@喔) 

步驟 5 
線上人員製作合約 

步驟 2 
一對一對談 

問題解答 

步驟 4 
留下您的姓名 

及電話 

步驟 3 

選好欲購買套餐 
及出發日期 

步驟 8 
整理好行李 

準備出發 

步驟 6 

線上簽約系統檢視合約 
確認簽約 
繳付訂金 

步驟 7 

出發前 7 天會收到行前
通知書 

確認無誤後繳付尾款 

訂購流程 



福山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北路 112 巷 8 弄 38 號    電話:07-6105901 

訂購須知 
1.本合約為本公司專用-網路電子團購合約專用一經簽署或下訂(作業金)視同同意本合約。 
2.預收之作業金為機(船)位及客房使用需求使用。 

(1)初次繳付作業金時並非確定保證有位，如未能訂位成功作業金可全額退回。 
(2)如訂位成功則作業金自動轉為訂金由本公司歸入帳戶，以確保留位置。 
(3)作業金退回方式匯款至旅客本人帳號為主。 
(4)作業金退回亦可轉為其他行程作業金使用，以客戶之書面需求或口頭需求優先更改之。 
3.本網路團購單一經電子簽署，視同同意本公司進行需求下訂動作，於保證住房或機位船位確認後， 
(1)無法隨意取消 (如需變更日期/換人，須收取手續費 200/人) ※亦有可能因為已開票或禁運期等因素導
致無法變更。 
(2)變更請於出發前 7 天提出 。 
(3)臨時變更日期或旅客名單如產生其他相關費用，以飯店及廠商回復為主。 
(4)其他活動套裝為團購組合套裝，一經售出，除法定因素外，恕不接受其他原因或單項活動之退票，訂

購前請務必仔細考慮清楚。  
4.不可抗拒之因素取消或異動行程。 
(1)如遇天災(地震、颱風、暴風雪)或特殊狀況(航空公司班機取消、停飛、飛機故障)時。 
(2)因旅客個人重大意外(死亡、開刀、住院)之特殊情況，須檢附相關文件或醫師證明。 
(3)本公司可協助申請更改日期，但因套裝為團購價格，如需申請直接退票，可退金額將以廠商回覆為準，
廠商有權酌收手續費用(無法全額退費)。 
(4)如遇颱風公告船班/航班停航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旅客若無法異動日期，欲取消訂購行程及相關票
卷，本公司將酌收人事成本、服務費、紙本文件及作業手續費每位 500/人，其他款項全額退款。 
(5)申請退票時，如票卷或收據已寄出，須將票券與購買憑證。 
(當初開立之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寄回，並自行負擔郵資)。 
5.旅行社責任險保險涵蓋範圍：團購套裝內容但凡客戶自行駕駛之車輛或交通工具，皆為旅客代訂服務，

旅客因個人使用交通工具期間如有不慎發生事故、傷害 或 導致財務損失部分，不在旅行社責任保險理
賠範圍內。(旅行責任保險保障範圍：旅客搭乘行程內-船班/飛機、水上活動進行或各類由專門業者陪同
之活動項目內發生之意外照成傷亡/財損，不包含個人機車或汽車駕駛前往行程途中自行發生之事故)(若
旅客需加購旅遊不便險，可自行加購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並追加不便險保障)。 
6.如旅客個人需要全部包含之保險方案，建議可由旅客自行加保個人旅遊平安保險。 
 (保險內容依各家保險公司不同而定，旅客可自行選擇亦可由本公司代為加購)。 
7.行程內各水上活動套票(如有包含浮潛)皆是包套銷售，如使用其中一項設施即無法退票，水上活動套票
內之浮潛活動如因天候因素安全考量，廠商如宣布停止活動，屬非人為因素活動取消，活動不另退費。 

8.水上活動套票所有器械~由業者安排檢修，如遇當天單項遊樂器具故障或排程檢修，不影響主要權益者，
無法辦理退費或理賠。 

9.夜釣小管或各項海釣行程，漁獲量為非人為可控制，船家以專業知識於適當水域進行活動，如因漁獲
量不足，請恕無法要求業者退還費用或索取理賠。 
10.交通船班因季節性調整，本公司會提前於出發前 2~5 天與船公司做最終確認，若搭船時間彈性調整在
合理範圍內，將於船公司通知後，立即與嘉賓聯繫並告知異動，敬請嘉賓見諒。 
11.代訂交通航班或套裝內含交通(以搭機往返為例)部分，不論訂位前後，航空公司或交通公司有權依合
法或安全因理由做航班之調度或異動，本公司有善盡協助通知之義務，敬請配合見諒。 
12.其餘各項行程如須配合船班、潮汐…等狀況，旅程中有時會因而前後調換，但絕不影響旅遊品質，敬
請嘉賓配合。 
13.行程活動當中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影響以及活動項目如遇經營者維修、暫停、停止經營等狀況發生，本
公司有權協調後更改行程，所衍生之費用多退少補計之。 
14.套裝內含機車之定義為需重型機車駕照之機車，每台車至少需一人之駕照方可領取，如因個人因素無

法領車(如無重型機車駕照)則無法退費，但得視現場狀況是否可追加費用更改其他類型交通工具。 
15.本合約為本活動特殊備註事項，其他本合約備註不足之事項，依照觀光局制定頒布之觀光局國內定型
化契約辦理，簽訂或付款下訂視同同意本合約。 
16.取消費用依下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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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簽證費後計算之。 

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上述，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若低於 500 元則以 500 元手續費用收取包含公司行政、人事等費用。 

 

 

 

 

 

 

福 山 帶 給 您 旅 遊 的 好 品 質 
Fukuyama Tour～ 

國外旅遊 國內旅遊 員工旅遊 自由行 

護照簽證 

 

機票住宿 澎湖離島 日本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