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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小港國內機場→馬公～奎壁山地質公園~摩西分海、台版小馬爾地夫~IG

打卡熱門景點~內垵遊憩區沙灘、二崁聚落、跨海大橋、通樑古榕澎、風車公
園、赤崁丁香魚~彭祖觀光工廠→馬公市區徒步觀光【中央老街、四眼井、施

公祠、天后宮、觀音亭、免稅店】 
【內垵遊憩區沙灘】位於西嶼鄉，又位在內垵村落之後，因而稱為後灣。後灣也俗稱白

沙灘，因為沿岸除玄武岩景觀外，還有一片大沙灘，其沙細且白，地勢又平坦，是兩村

居民平日嬉水的場所。站在木棧道上遠眺沙灘猶如在馬爾地夫藍天碧海美麗的景緻中。 

【二崁聚落】為國內第一個傳統聚落保存區，聚落的空間形式仍保有許多傳統特色，空

間分布上並具有調節氣候的益處，其意義在保存漢人開拓台、澎的一個足跡，將原有的

生活文化、民俗風情也繼續傳承下去，更成為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 

【跨海大橋】橫跨於白沙、西嶼兩島之間的吼門水道，水流湍急，是為澎湖

北還公路最要的道路，在此海天一色的風光，讓您有不同旅遊印象。 

【通樑古榕】樹齡已達 300 多年，是澎湖島上唯一的大榕樹，共有數十條支幹，枝葉繁

盛茂密，使榕樹向四方擴展，形成天然的遮陽棚，是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大榕樹。 

【風車公園】在此拍照留念海上風車景色，已成為澎湖縣白沙鄉的著名旅遊景點的

新地標。  

【奎壁山地質公園~摩西分海】北寮奎壁山的「奎壁聯輝」是清朝澎湖舊八景之一，奎

壁山地名的由來：自海上眺望奎璧山海岸時，山壁走向極似一隻趴臥於海上的海龜，故

稱此地為「龜鼈山」。之後改名的典故為，澎湖進士蔡廷蘭取諧音以「奎壁」入詩云「奎

壁雙輝列宿聯」納入澎湖八景之ㄧ。奎壁意指天上奎宿與壁宿，奎壁聯輝象徵滿天星斗

與海面上的點點漁火相互輝映，構成一幕天然美景。 

※摩西分海的景觀行程，須配合當日潮差時間安排。 

    
【馬公市區徒步觀光】古蹟巡禮：中央老街、四眼井、施公祠、開台天后宮、順承門、

觀音亭古剎夕陽美景，專人帶領解說澎湖媽宮城歷史故事，讓您的澎湖之旅多了一份知

性與感性，晚餐後自由活動可前往菊島之星購物廣場或中山路商圈購物、逛街。 

    
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500 

▲住宿飯店：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DISCOVERY HOTEL 澎澄飯店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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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南海觀光碼頭搭乘快艇展開南方四島之旅~東吉嶼(登島)、西吉嶼(藍洞)巡

航、七美嶼(機車環島)、東嶼坪(巡航)、西嶼坪(巡航)→17:00返回馬公，結
束這愉快的南方四島之旅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是台灣第九座國家公園，同時也是第二座海洋型國家公園，

由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這四個較大的島嶼及周圍的小型島嶼與海域組成，

生態資源珍貴且物種多樣性高、海域珊瑚礁成長茂密，媲美國際水準，在此可觀賞到國

家公園唯獨壯麗的地質、親近珊瑚礁島嶼的美景，從海上看澎湖，體驗遺世獨樹一格的

世外桃源。 

【東吉嶼】隸屬澎湖縣望安鄉(東吉村)，位於台澎海道重要據點，由於轄控大陸出入台

灣海運門戶，戰略位置相當重要，自古即是台澎海運貿易的轉運站，曾繁華一時，有「小

上海」之稱。島嶼上的東吉燈塔為地方特色，同時也是夜間指引船隻返回的標的，登上

八卦山頂後可將全島景色盡納眼中。 

 【藍洞＆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巡航】位於澎湖西吉嶼的「藍洞」(灶籠)，是澎湖獨

有的透天海蝕洞，該島為無人島，加上海流凶險、港口條件不佳等交通不便因素，使其

無人為破壞，保留住完整的天然景觀，連當地人都甚少靠近的區域。因玄武岩保護法規

條例船隻無法進入洞口內只可在外停留觀賞，如陽光充足可觀看到藍寶石色的海洋印在

玄武岩洞口，彷彿來到義大利卡布里夢幻景點藍洞。 

【七美嶼】七美鄉位於澎湖群島的最南端，為感念七美人貞烈節操及動人的事蹟，於是

改名為「七美鄉」作為永久誌念。七美嶼為一被切割之臺地，因流水作用與地質岩性，

於北側西湖村與西側平和村形成河谷地形，整個島是東北高西南低的傾斜臺地，島嶼中

間被一座東西走向之山陵（俗稱中崎山），分成南、北兩部分。七美嶼海拔高度為澎湖群

島第二高，僅次於「貓嶼」。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漁村風味 300 晚餐：中式合菜 500 

▲住宿飯店：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DISCOVERY HOTEL 澎澄飯店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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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飯店→09:00 澎湖灣海上巡航+海洋牧場之旅→馬公市區自由活動→馬公機

場~帶著愉快的心情搭乘客機，返回台灣本島結束這次澎湖之旅!!! 
【澎湖灣海上巡航+海洋牧場之旅】搭乘觀光半潛艇玻璃船欣賞澎湖灣湛藍的海上風光，

沿途經馬公商港、金龜頭、西嶼漁翁島、外婆的澎湖灣(平湖)、蛇頭山，抵達海洋牧場

平台由專人帶領了解箱網養殖生態，安排精采海鱺餵食秀及難得一見的鬥花枝活動，另

外可參加腳踏艇、水上腳踏車等水上活動，之後船家準備了鮮味可口的現烤牡蠣及澎湖

風味的海鮮粥提供遊客品嚐。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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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10 年 

            5/5、13、16、20、23、26，5/7、15、21、29 

            6/3、17、20、23、27、30，6/5、19、25 

澎 澄 

房型-園景 

平日出發 

(一、二、三、四、日) 

假日出發 

(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3,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500 元 

14,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8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2,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500 元 

13,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800 元 

喜來登 

房型-街景 

平日出發 

(一、二、三、日) 
週四出發 

假日出發 

(週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4,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800 元 

14,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000 元 

14,5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3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3,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800 元 

13,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000 元 

13,4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200 元 

◎出發日期：110 年 

            7/4、8、14、18、22、25、28，7/2、10、16、31 

            8/3、5、8、12、16、18、22、24、26，8/6、13、21、28 

澎 澄 

房型-園景 

平日出發 

(一、二、三、日) 
週四出發 

假日出發 

(週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4,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800 元 

14,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000 元 

14,4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2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3,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800 元 

13,1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900 元 

13,4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200 元 

喜來登 

房型-街景 

平日出發 

(一、二、三、日) 
週四出發 

假日出發 

(週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4,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000 元 

14,5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300 元 

14,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4,500 元 

四人房 

每人費用 

13,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000 元 

13,4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200 元 

13,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3,500 元 

◎3-12 歲佔床每人費用：大人費用扣 500 元。 

◎3-12 歲不佔床每人費用：9,000 元。 

◎65 歲以上及愛心手冊，團體可再折扣 1,000 元。 

※團體機票敬老、愛心手冊優惠，依航空公司規定整團優惠名額不可超過 20%。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依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報價適用飯店(園景房、街景房)，如需升等市景房或港景房，需補房價升等差，歡迎

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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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依出發日期、人數、季節、飯店房型、等報價不同，若本網站更新不及，請以客服專員實際報價為主。  

 

 

3.報名人數最底 20人以上成團。 

4.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5.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四人房四人一室為主，遇空床費需補房價差費用。 

6.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人一桌。 

7.高雄小港國內機場櫃檯報到，不含機場接送，可代訂機場接送車，歡迎來電洽詢。 

8.此團報名滿 25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如需布袋港出發歡迎來電洽詢，可配合客製化行程報價提供。 

◎費用包含： 

1.高雄==馬公機場來回機票。 

2.三天二夜澎湖當地遊覽車資。 

3.含司機、導遊服務人員服務費。 

4.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二餐。 

5.全程 3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元醫療險。 

6.門票：南方四島船票+七美機車二人一台(單人一台須補車價 100元)、海洋牧場。 

▲注意事項：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交通情況，彈性更動。 

◎若遇天氣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正確出發(班機/上車)時間地點及住宿飯店，以双海旅遊回覆為主。 

◎20 人以上即可出團，未達出團人數則可選擇安排自由行行程。 

◎報名請繳交作業金每人 5,000 元，通知成團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出發前 7天之前通知成團再通知補收團費尾款。 

◎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定辦理，團體訂房未滿八間以上依飯店散客價收費。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公司、機關、學生團體預約訂團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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