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澎湖「夏日追風趣」自由行 
出發日期：5/3-31  日日出發 三天兩夜 兩人以上成行 

DAY1 
台北松山機場集合出發 

建議航班: AE362 08:40/09:30  AE364  09:25/10:20 AE368 12:30/13:25  
接機，前往住宿飯店寄放行李，辦理租車手續牽好車後就可以四處趴趴造囉！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嘉華大飯店或同等 

DAY2 

推薦自費活動： 

1. 海洋牧場 

2. 獨木舟跨島體驗 

3. 隘門沙灘超酷八合㇐水上活動無限暢玩 

4. 金色雙島半日遊 

5. 浪漫七美島浮潛㇐日遊 

6. 七美望安跳島遊 

7.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七美之旅 

8. 海島樂園㇐日遊 

9. 愛戀夏天㇐日遊 

10. 休閒漁村㇐日遊 

11. 生態體驗㇐日遊 

12. 吉貝島海上樂園 

13. 浮潛樂悠遊 

14. 海底漫步 

15. FUN 遊海灣 

16. 夜釣小管 
1. 【海洋牧場】活動時間大約 2 小時建議售價 500 

【星光海洋牧場】菜園為澎湖最大養殖區，海面上呈現㇐整片牡蠣田及箱網田，在這裡您可呼朋引伴來

場垂釣大賽(備有釣竿及釣餌)，讓牧場裡豢養的海鱺魚跟您㇐博力道，讓花枝與您鬥智㇐場，讓魟魚與您

近距離接觸，回到平台已備有炭火可以直接鮮烤牡蠣，還有海鮮粥可以品嚐，大伙㇐起渡過歡樂的時光。 

2. 【獨木舟跨島體驗】活動時間大約 3 小時建議售價 700 

首先教練會先在岸上簡單的教導如何正確操槳，穿上教練貼心準備的救生衣和防滑鞋，陸上裝備派發，

安全講解操槳練習約 5~10 分鐘，㇐切準備就緒後就從井垵海域快樂出航，由教練領隊順風而下緩緩划向

目的地-溫嶼。 

到了溫嶼上，教練會導覽小島生態，因為島上有許多仙人掌，會教遊客如何挑選成熟的仙人掌果實、怎

麼摘、如何吃才不會被刺扎到，島外還有兩個石滬，也會讓遊客現場取材，在岸邊拿石頭敲野生石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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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採現吃超新鮮！ 

島上分佈著造型奇異的玄武岩和火山氣孔石，有仰望天空的烏龜、相依相偎的石獅還有迷你版的釘鉤噢，

各種造型的小石堆等你去發現，在這裡我們可以撬石蚵，泡泡海水嚐仙人掌果 

回程的時候也不怕累，教練會看當天風向，會開著快艇來拖拖樂(登島來回的路線中，逆風的部分，安排

小艇拖著串連的獨木舟)，大家首尾相接飄呀飄，又是另㇐番不同的樂趣。帶著愉快心情回程 

【本活動須視天氣狀況風浪及配合現場活動人員指導】 

3. 【隘門沙灘超酷八合㇐水上活動】建議售價 800 

網友票選澎湖最美麗沙灘之㇐的隘門海灘，碧藍澄淨的海水，金黃柔細的沙灘，名副其實的黃金沙灘海

岸。提供各類水上活動服務，沙灘上的陽傘及躺椅，讓您悠閒地享受陽光與海風的 SPA。 

最 HOT 水上活動-水上摩托車、香蕉船、鴛鴦飛船、搖擺快艇、水上海戰車、飛毯衝浪、拖曳圈-無限暢

玩；浮潛與魚共遊，放鬆你的身體與澎湖淡藍的海水㇐起共遊。早上 08:30-12:00   下午 13:30-17:00 

4. 【金色雙島半日遊】建議售價 600 

【桶盤嶼】全嶼均由玄武岩紋理分明的石柱羅列環抱而成，柱狀節理之盛為澎湖之最，景觀壯麗異常，

有澎湖的黃石公園之稱。 

【虎井嶼】有軒昂雄偉的柱狀節理景觀，另由於崖下海域澄澈秀麗，昔有虎井澄淵美名，虎井沉城 

傳說北回歸線在此經過，特殊地標，被評列十大神祕島嶼之㇐。 

5. 【浪漫七美㇐日遊】建議售價 1500 

機車環島、雙心石滬寫真+月鯉灣遊憩區特色活動-精緻裝備浮潛。抵達碼頭後在專人的引導下，機車悠

閒的遊覽全島，您不可錯過睡美人、大獅風景區、月世界等知名景點。特別推薦不可不去的雙心石滬，

您可在此觀賞到先人的生活智慧，感受那歲月的痕跡。享用豐盛午餐之後稍作休息，於月鯉灣展開精采

有趣的特色活動： 

『海上浮潛樂』(約 2 小時)：穿著精緻浮潛裝備在專業教練的帶領下㇐睹全台灣最美的世界級海底景觀。

未經破壞的珊瑚礁群、七彩繽紛的熱帶魚群，絕對讓您嘆為觀止！ 

6. 【七美望安跳島遊】活動時間大約 5-6 小時建議售價 1200 

【七美嶼登島】攝影者的獵影天堂、繪畫者的秘密花園、旅遊者的讚嘆焦點！有時僅由視野的輕觸，剎

那間就可體會到感動的心悸；感人肺腑的望夫石傳說；鬼斧神工的巨獅、龍埕美景、寸草不生的月世界

洪荒；戀人甜蜜見證的雙心石滬美景。 

【望安嶼登島】望安舊名八罩是澎湖縣第四大島，天台山大草原勝境－傳說呂洞賓在此留下足跡的大腳

印；中社村古厝—保存完整的閩南式建築，因電影桂花巷和無卵頭家的拍攝而聲名大噪！島上地形和緩、

海岸線蜿蜒、島中央無際的草牛群悠遊其中，仿若置身歐洲田園素有「蜜月島」美譽。 

【桶盤嶼巡航】全嶼均由玄武岩紋理分明的石柱羅列環抱而成，柱狀節理之盛為澎湖之最，景觀壯麗異

常，有澎湖的黃石公園之稱。 

7.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七美之旅】活動時間 7-8 小時建議售價 1500 

【東吉嶼登島】東吉燈塔是東吉的地標，登上山頭，俯瞰島上平原地形、東吉港口海灣、清澈海水、美

麗沙灘、妝點其中的民宅，東吉的純樸自然，令人終生難忘。 

【西吉嶼藍洞巡航】西吉嶼可說是澎湖的「遺落仙境」。西吉嶼的「灶籠」是澎湖絕無僅有的透天海蝕洞，

因該島早已成為㇐座無人島，加上海流凶險、港口條件不佳等交通不便等因素，所以㇐直保留下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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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景觀。 

【東西嶼坪巡航】東嶼坪從高處望下的梯型田地與港灣，是來到當地的必攝景點，高處望下更可看見鄰

島的西嶼坪。西嶼坪的周邊海域是浮潛勝地，周邊海域珊瑚礁覆蓋率高，每年皆吸引熱愛潛水的遊客前

往觀賞海底風光。 

【七美嶼登島】攝影者的獵影天堂、繪畫者的秘密花園、旅遊者的讚嘆焦點！有時僅由視野的輕觸，剎

那間就可體會到感動的心悸；感人肺腑的望夫石傳說；鬼斧神工的巨獅、龍埕美景、寸草不生的月世界

洪荒；戀人甜蜜見證的雙心石滬美景。 

8. 【海島樂園㇐日遊】建議售價 1300 

《巡航東海七景島》員貝文房四寶、鳥嶼大峽谷－澎湖最高柱狀玄武岩、南面掛嶼－小富山、神祕愛情

海（潮汐限定）、小白沙嶼－世界最美的沙灘秘境、雞善嶼、錠鉤嶼~玄武岩、燕鷗保護區自然保護區：

帶您餵食燕鷗，觀察燕鷗覓食 俯衝入海爭食的熱鬧場面;欣賞各種海蝕溝、海蝕柱、海蝕平台的鬼斧神工；

澎湖小桂林。澎澎灘(登陸)－活龍傳說澎湖第 65 個島，登陸澎湖最年輕新生島澎澎灘，玩沙戲水撿貝殼，

最浪漫的當然是--沙灘漫步，看著腳印㇐雙㇐對，這就是最雋永的美景～(視當天狀況決定是否搶灘) 

《珊瑚礁玩水趣》◆珊瑚礁釣魚：各種熱帶魚，連地球也釣的到～ 

◆珊瑚礁浮潛：船⾧帶領直達秘密基地，親身感受珊瑚礁海底世界的魅力～ 

◆跳船 HIGH 翻天：跳樓有生命危險～那我們就來體驗跳船吧～花式跳水等你挑戰! 

◆獨木舟體驗：輕鬆泛舟在海上悠悠晃晃看著海平面，坐在獨木舟上看著海天㇐線，這才是人生丫 

《鳥嶼-丁香魚的故鄉》◆鳥嶼~丁香魚的故鄉：鳥嶼是個典型的小漁村，夏季盛產丁香魚，是東海人口最

多的島，島上漁產豐富，滿地的丁香魚乾是夏季的景觀! 

《小荷蘭村享受無敵大海景下午茶時光》◆小荷蘭村環島：寂靜的小島，荒涼的氣息，卻充滿著故事，處

處是美景、純樸的漁村、咾咕石、紅屋頂、銀合歡、風茹草、壯麗的玄武岩、潔淨的沙灘、讓人忘卻塵

囂～～～最後帶你揭開小荷蘭村的神秘面紗，來張大合照。 

9. 【愛戀夏天㇐日遊】建議售價 1200 

巡航(員貝、澎澎灘、雞善嶼、錠鉤嶼、小白沙嶼、南面掛嶼、鳥嶼東崁頭）、賞候鳥燕鷗（觀察燕鷗覓食

俯衝入海）、體驗船⾧、海釣(量夠就加菜嚕)、鳥嶼登島、午餐合菜(七菜㇐湯㇐飲)、海中戲水、跳水、海

上盪鞦韆、休閒 sup 立槳、㇐飛衝海滑水道、贈送休閒浮潛（視天候及潮汐狀況）、加碼贈送<凍ㄗ>點

心，加購潮間帶抱燉。 

10. 【休閒漁村㇐日遊】建議售價 1000 

【東海列嶼巡航】《員貝嶼》因狀似㇐個扇貝覆蓋水面而得名，並以文房四寶之柱壯玄武岩聞名。 

《雞善嶼》在夏季時，島上燕鷗成群，據研究發現燕鷗群來自千里之外的澳洲，讓人們更加體會到生態

保育的重要。《錠釣嶼》有著海上⾧城、澎湖小桂林美譽。《鳥嶼》登島，帶您來到白沙鄉人口密度第二

的大島，步行環島解說，體驗純樸漁村風情。 

【浮潛餵魚】提供大型浮板，享受親身體驗獨㇐無二的餵魚秀 

【放設鰻管】抓海鰻，既新鮮，又刺激 

【海膽生態】抓海膽、抓海星，陽燧足等等，海底豐富生態 

【追玩河豚】生氣時鼓起來胖嘟嘟的河豚，多刺，面貌多樣，煞是可愛。 

【戲沙遊戲區】專為小朋友設置專區，有溜滑梯，挖沙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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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酷水上活動】澎湖灘水上活動五合㇐[鴛鴦飛艇、拖曳圈、香蕉船、小快艇、水上摩托車]不限次數玩

到底；若不想玩水者也可更改為海釣，人手㇐竿體驗釣魚樂趣。 

11. 【生態體驗㇐日遊】建議售價 1400 

澎湖離島眾多，船程僅約 10 分鐘的「員貝島」，可提供豐富的㇐日遊行程，員貝嶼很小，目前全島居民

僅剩下約五、六十人，想體驗搭船又怕暈船的貴賓來說，無疑是最適合前往之處。 

【雙人型獨木舟】潮汐可說是決定遊玩項目的關鍵，尚未退潮前，獨木舟是熱門的推薦玩法，業者選用

最多可兩大㇐小共乘的輕艇，穿上救生衣上船，四周水面清澈見底，深度僅有數公尺，可減低對初次划

船遊客的恐懼感，只是划獨木舟「腰力」要很好，否則對抗水流划下來，可是會腰痠背痛。 

【浮潛】浮潛是到員貝嶼另㇐項必玩的重頭戲，員貝嶼周遭珊瑚礁極多，抓準潮汐最適宜觀察的深度，

帶著遊客下水，比起陸地上的世界，海底珊瑚美麗多樣，鹿角珊瑚、腦珊瑚在海底開展姿顏，還有無數

熱帶魚、魟魚、鰻魚，精采萬分。 

【潮間帶抱墩捕魚蟹】當潮水逐漸退去，大人小孩都喜愛的潮間帶與抱墩活動就會登場。當退潮時，穿

著膠鞋、戴手套探訪潮間帶，在潮間帶，處處可看到寄居蟹、海參、石蚵、螃蟹跟各種螺類的足跡，「抱

墩」是舊時澎湖漁夫捕魚的方法，簡單地說，是藉由石頭堆疊產生縫隙，待退潮時便會有魚蟹躲入其中，

這時，漁人再以魚網環繞石墩，慢慢再移開石頭即可。而墩內最常出現玳瑁石斑與螃蟹等「漁獲」，也算

是讓孩子體驗到捕魚的樂趣。 

【環島導覽】帶著您走㇐趟員貝島，曾經風光㇐時的黃金小島，記載著風華歲月遷移。 

【巡航員貝～島嶼登島】巡航員貝後山，文房四寶，上鳥嶼島參觀丁香魚的故鄉。 

12. 【吉貝島海上樂園】建議售價 900 

全島滿潮時面積約為 3.1 平方公里，海岸線⾧約 13 公里，是北海諸島面積最大的島嶼，也是遊客最愛的

旅遊景點。吉貝島西南端由海水搬運所形成的沙嘴地形俗稱「沙尾」，綿延約 800 公尺，這片白色沙灘，

主要由珊瑚與貝殼碎片組成，由空中鳥瞰相當壯觀。 

【水上活動㇐票到底無限次數】：水上項：（水上機車＋拖曳圈＋香蕉船＋水上自由落體＋左右為難＋海

戰車+大力水手+浮潛） 

13. 【浮潛樂悠遊】活動時間約 3 小時建議售價 800 

留下美好的回憶，帶您到海底郵筒傳遞心中的訊息。如需代寄明信片，可交由教練下潛去投遞在海底遊
桶唷！ 

14. 【海底漫步】建議售價 1300 

引進歐美最先進，全國唯㇐的頭盔式潛水裝備，讓你像怒海潛將中的主角㇐樣能夠在水底下自在漫步，
就算是不會游泳的人，也能在近距離與海底下的珊瑚礁、海底生物合照，讓你不再對水下活動有遺珠憾！

活動流程-報到說明-領防寒衣-防滑鞋-面鏡-呼吸管-救生衣-解說-換衣-浮潛-上海賊船-海底漫步(餵魚.拍

照-跳水-回程沖水。 
15. 【FUN 游海灣】建議售價 1300 

喚起你的童泯之心、釋放你的壓力放空於海灣間，我們㇐起尋找海洋的印記。 

活動內容：海釣、超大型游泳圈、360 度溜滑梯、超越自我跳水趣、海上平衡道、翻滾吧彈跳包。 
16. 【夜釣小管】建議售價 500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嘉華大飯店或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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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3 
返回溫暖的家~ 

建議航班:AE366  14:30/15:25  AE370  16:20/17:15  AE372  17:40/18:35 
帶齊自己所有行李，和馬公 Say Goodby 結束三天二夜快樂旅行～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行程依當日班機及當日潮汐、天候及當地車船之調度，將彈性調整活動順序，以當地導遊安排為主** 

此報價自 109 年 5 月 3 日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連續假期不適用) 

出發地點/房型 二人㇐室/四人㇐室  三天兩夜 

台北/台中/高雄 平日 3300/人  /週五、六 4500 元/人    

【搭機當日請務必提前 60 分鐘報到且攜帶身份証正本（小孩帶戶口名簿或健保卡）】 

本專案限兩人以上成行 
**費用包含** 

※台灣澎湖來回機票 (需來回同地點，不得指定航班) 

※嘉華大飯店或同等飯店(含 2 天早餐) 

※澎湖機場/碼頭至飯店來回接送 

※澎湖本島機車 72 小時(2 人㇐部) 

※200 萬旅行社責任險 (含 20 萬醫療險) 

**備註說明** 

1. 此專案適用日期為 109 年 05 月 03 日至 05 月 31 日止。 

2. 此專案之交通可由台北/台中/高雄各地出發，但須同㇐地點進出不得指定航班。 

3. 此專案機票不分票種，2 歲以上者皆為同價。 

4. 此報價為專案現金價。 

5. 此專案機票限團進團出，請勿脫隊或延回，㇐經開票無法更改航班且無退票價值，敬請注意。 

6. 此專案兩人房與四人房同價；指定 2 床兩人房，每人加收 200 元；入住單人房每人加收 1000 元。 

7. 此專案升等五星(澎澄園景探索房)平日每人加收 3000；假日每人加收 3500；入住單人房每人再加

收 3500 元。 

8. 此專案不含台灣段接送；澎湖遊覽車均為定點接駁車，如需包車將另行報價。 

9. 此專案無台灣隨團領隊及送機人員，僅安排澎湖當地接送機人員或接船人員。 

10. 除上述行程外之費用，為個人開銷，不包含在此團費內。 

11. 如有未盡事宜及旅客旅遊相關條約，依照觀光局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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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資料 ※※※※ 

1. 《國內旅遊契約書》 

2. 《信用卡授權書》或匯款 

3. 《安達產物旅行平安保險》 

承辦人員 大地假期旅社 旅行規劃業務/英語領隊/部落客 康立孝  

 

 

個人簡歷  Travel Guide & Photographer & Writer 

閱讀愛好者、業餘攝影師、文字工作者、愛玩背包客、部落客!! 

喜愛閱讀、常用文字與影像記憶一切美好!哲學系所背景的思維訓練，看得和別人不太一樣! 

曾遠赴澳洲 Working Holiday，自駕環澳半年，自助東南亞旅行三個月多 

目標是逐步環遊世界、仿照 Jim Rogers 開車自駕環遊世界 

2015 年撰寫《自駕環澳旅行》、《澳洲打工度假之背包客回台回憶錄》十萬字(發文在臉書、LINE、IG) 

2016 年~2017 年發文個人閱讀的筆記與心得 

2018 年撰寫《旅遊業務日常》、《旅遊業務庶務》十萬字(發文在臉書、LINE) 

2019 年撰寫《旅遊業務庶務》13 篇(發文在臉書、LINE) 

個人聯絡方式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 號 15 號之 5 (一樓是聯邦銀行，附近地標為高

市文化中心、高雄水塔) 

LINE &FB &WeChat ID：KristKang (不定期發文旅遊業務庶務、旅人誌) 

Instagram：Krist_Kang (之前環遊澳洲的照片分享、閱讀筆記) 

我的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kristraveling 

我的個人部落格(閱讀、旅行、隨筆)   http://kristkang.pixnet.net/blog 

 

大地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大 地 假 期 旅 遊 網 

總公司：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 101 號 5 樓 
電  話：02-25082105   傳  真：02-25084915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206 號 15 號之
5 (一樓是聯邦銀行，附近地標為高市文化中心、高
雄水塔) 
電話：07-2236021 傳真：07-2236071 

承辦業務：康立孝 0989-332639 LINE：Krist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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