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106年度各級學校團體校外教學及畢業旅行優惠一覽表
編號

名稱

1

臺華輪

2

金龜頭礮臺文化園區

3

澎湖生活博物館

4

七美+望安

5

東海親水之旅

6

7

海洋牧場

優惠內容
目前推出畢業旅行團體方案及優惠折扣適合揪團旅遊及夜航
等多元體驗。

聯絡方式
聯絡人：臺灣航業公司王政智先生
電話：07-5615313#213

園區開放免費參觀，其地下坑道為梯次購票參觀，團體票為
新臺幣20元(10人以上)，另7至12歲學童及學生持教育部立案 服務台服務電話：06-9262180
具正式學籍學校有效學生至者為半票新臺幣15元，每梯次限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06-9261141#142
50人，受理團體預約申請。
凡持學生證者，得以新臺幣30元優惠購買學生票，並可配合
派員導覽(需於1週前提出申請)。
桶盤嶼巡航：觀賞世界奇景-六角形柱狀玄武岩、蓮花座。
【望安嶼】素有蜜月島之美名~天台山、仙人足跡、中社古
厝。【七美嶼】有人說七美是攝影者的獵影天堂-望夫石傳
說、七美人塚、鬼斧神工的巨獅、唯妙唯肖的小臺灣岩脈、
雙心石滬。
遨遊東海：員貝後山三大景點會移動的小島小富士山。浮淺
餵魚秀、低竿圍網、抱礅、野饅遊戲、海膽區、野生海瓜子
地區、體驗潮間帶的驚奇。八合一水上活動V.S海釣，例：
【香蕉船】、【拖曳圈】、【海戰車】、【超級曼波】、
【大力水手】、【搖擺飛船】、【水上摩托車】、【浮
淺】；【海釣】船讓您享受釣紅新娘、小石斑、小河魨…的
快感，請試試您的好手氣囉!
發現馬公港景之美：菊島之星、彩繪油桶、海洋之母、港務
大樓、媽宮古城、金龍頭、蛇頭山、測天島。登平臺親體
驗：鬥海鱺、蹓花枝、碳烤鮮蚵、卡拉OK無限歡唱~~

聯絡人：許婉婷小姐
電話：06-9210405#6412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與無人小島【赤嶼】之間，在退潮時會裸露出S形礫石步道
123旅行社
北寮奎壁山(摩西分海) (臺版的摩西分界)，約300公尺長，近年成為遊客戲水生態旅
電話：06-9274456
遊的據點之一。

8

菊島遠足趣-北環島

9

夜釣小管

10

驚豔吉貝

11

花火節超值套裝行程

12

非玩不可套裝行程A

13

非玩不可套裝行程B

14

非玩不可套裝行程D

【中屯風車園區】一座座白色大型風車巨塔給澎湖的地平線
帶來一個新的至高點，天藍時搭配風車拍照超美。【通樑古
榕】樹齡超過300年堪稱澎湖最大的神木，廟前綠蔭廣披遊覽
至此不妨放慢步伐橄欖一下神樹的BOBE。【跨海大橋】著名
海上長橋。拱門漩渦象徵澎湖人的驕傲，橋頭遠望長虹凌空
是您留影的最佳選擇。【西臺古堡】讓我們重返古戰場玩起
捉迷藏、登古堡可觀看四座捍衛澎湖灣仿古砲臺、俯覽海天
一色迷人景緻。【大菓葉柱狀玄武岩】【二崁聚落文化】古
厝聚落、念褒歌、童玩館…。
搭乘夜釣船，利用魚類的聚光特性，打亮所有的聚魚燈具吸
引小管，就這樣釣起一隻隻晶瑩剔透的小管；剎那間的喜悅
與感動，讓您深刻感受漁民夜間捕魚的方式和夜間海面航行
的經驗，釣上來的小管，傳家會立即處理成沙西米，或是回
程時料理成新鮮美味的小管麵線唷!這種新鮮，只有在船上才
享受的到喔!
水上活動聖地~即被飆水趣八合一水上活動：【水上機車】、
【香蕉船】、【鴛鴦飛艇】、【拖曳甜甜圈】、【海上飛
碟】、【魔法飛毯】、【海上曼波】、【飛行沙發】等多項
不限次數主題式玩法。吉貝沙灘提供給您無限徜徉~在這裡您
可以體驗沙灘SPA：坐臥躺以最悠閒的姿勢將自己埋在沙推理
~享受上天然的陽光沙灘海風SPA，讓自己成為不一樣的沙灘
遊俠!
第一天~本島北還騎車自由行+觀音亭彩虹橋(陸上花火)
第二天~東海潮間帶休閒一日遊+馬公古蹟之旅+中正商圈
第三天~海南三島七美、望安、(桶盤)巡航
第一天~海洋牧場+南還(沙灘之旅)+露天BBQ
第二天~本島北環騎車自由行+觀音亭彩虹橋(陸上煙火)
第三天~南海七美深度之旅、藍洞巡航+中正商圈
第一天~海洋牧場(看海底珊瑚)+夜釣小管(海上花火秀)
第二天~吉貝水上活動(八合一送浮淺)+本島北環騎車自由行
第三天~馬公古蹟之旅+中正商圈(購物、小吃、伴手禮)
第一天~本島北還騎車自由行+露天沙灘BBQ炭烤
第二天~專業浮淺+南環(沙灘之旅)+夜釣小管(海上花火秀)
第三天~海洋牧場(看海底珊瑚)+馬公古蹟之旅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123旅行社
電話：06-9274456

卡膜脈旅行社
電話：06-9269030
卡膜脈旅行社
電話：06-9269030
卡膜脈旅行社
電話：06-9269030
卡膜脈旅行社
電話：06-9269030

15

澎湖逍遙超值3日遊

16

澎湖逍遙超值3日遊

17

澎湖逍遙超值3日遊

18

19

20

21

1.吉貝水上活動、海洋牧場
2.七美專業浮淺
3.北環島
1.東海休閒漁業
2.南海七美、望安二島
3.夜釣小管、北環島
吉貝水上活動、愛在七美專業浮淺、獨木舟跨島、海洋牧
場、南北環島

專案特色：臺北、臺中、高雄往返澎湖機票(指定班次)
住宿特色：三晚住宿市區四人房(兩人房+500)佳期大飯店或
海豚灣大飯店(含早餐)
再送保險：200萬旅責險及10萬醫療險+滯留險
第1天：機場集合出發馬公機場-澎管處、免稅店-勁爆北海之
旅-吉貝新樂園水上活動園區(全國最大吉貝黃金貝殼沙灘)七
合一水上活動設施
菊島輕鬆GO浪漫七美看
第2天：機車環島自由輕鬆遊
海趣三天二夜
第3天：南海觀光碼頭-南海瑰麗二島(望安嶼、七美嶼)+拜訪
外婆的澎湖灣-潘安邦舊厝、市區古蹟巡禮(開台首府天后宮
‧施公祠‧萬軍井‧中央古街‧四眼井)回程賦歸
專案特色：台北.台中.高雄往返澎湖機票(指定日期、班次)
住宿特色：三晚住宿佳期大飯店或海豚灣大飯店
旅展跳島專案
行程特色：七美、望安一日遊、市觀古蹟巡禮 貼心餐飲：當
2+2四天三夜
日扺達馬公晚餐、七美午餐
$5980專案
機場接送：安排機場接送機
再送保險：200萬旅責險及10萬醫療險+滯留險
貼心服務：專人引導前往花火節施放現場
第一天嘉義搭船來→本島北環+逛馬公市區
第二天行程好康五選一(含來回船資，活動內容) 1.海洋牧場
幸福假期 三天兩夜 好 +夜釣小管+隘門水上活動無限玩 2.七美望安跳島看風景+吉
康五選一 每人3700元起 貝來回船票 3.海底漫步+跳水+浮潛 4.休閒漁業+水上活動
5.七美+藍洞
第三天本島東南環→搭船回嘉義
航空優惠專案
3+1 四天三夜
$3888專案

立行旅行社
電話：06-9273437、06-9269776、0931878382
Line ID：huangtoro
立行旅行社
電話：06-9273437、06-9269776、0931878382
Line ID：huangtoro
立行旅行社
電話：06-9273437、06-9269776、0931878382
Line ID：huangtoro
佳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我的假期
電話：06-9267686
傳真：06-9277162
信箱：a0932779449@hotmail.com
佳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我的假期
電話：06-9267686
傳真：06-9277162
信箱：a0932779449@hotmail.com

佳期旅行社有限公司-我的假期
電話：06-9267686
傳真：06-9277162
信箱：a0932779449@hotmail.com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
電話：092158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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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樂活菊島三天兩夜好康 團費包含一、台灣馬公來回機票 二、投保200萬責任險20萬
五選一 每天6000元起 醫療險 三、行程內容同幸福假期三天兩夜好康五選一
團費含：住宿一晚機車兩天不含台灣來回交通 含1.吉員水上
兩天一夜輕鬆漫活五選 活動+船票 2.隘門水上活動 3.夜釣小管+海洋牧場 4.休閒漁
一每人1500元起
業 5.七美+望安來回船票 第一天南北環 第二天輕鬆漫活五
選一
【吉貝】吉貝嶼是澎湖北方島嶼中最大的一個，地形兩大特
徵是平坦的玄武岩方山和大片的沙灘。尤其西南方的白沙尾
愛在吉貝專案
沙灘，柔白細緻，適合潛水、游泳。吉貝嶼的沙尾海灣尤是
聞名遐邇，一道長達數千公尺的金黃色沙灘，使人不禁有欲
一親芳澤的衝動。
【南海】由北往南航行，桶盤、虎井、望安、七美等共四座
較著名的島嶼，譬如說桶盤有世界著名的玄武岩景觀步道；
虎井有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將領山本五十六偷襲珍珠港的前進
愛在七美專線
指揮所與虎井沉城傳說；望安友天台山的呂洞賓足跡與還有
一處全世界保持完整的三百年聚落古厝與漂亮的網垵口沙
灘；而七美有舉世聞名的雙心石滬，淒美愛情故事的望夫石
與鬼斧神工的大獅風景區…等美景。
【潮間帶海底尋寶趣】
專業本地潮間帶探索專家，帶您探訪沉睡中的魚、各式貝
類、海參(膽)、海星、魚類、海葵，以及每年都會出現的章
潮間帶海底尋寶趣專案
魚哥、沙蝦、螃蟹、螺類等海底生物可看可玩，只有在澎湖
才能見到的日、夜間奇景，一個美的令你讚嘆的地方、純白
寧靜的沙灘和無數美艷動人的小貝殼、等著您來發掘探索。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
電話：0921589300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
電話：0921589300

俊鑫旅行社
電話：06-9274666

俊鑫旅行社
電話：06-9274666

俊鑫旅行社
電話：06-9274666

27

愛在吉貝

28

愛在七美

29

海底尋寶趣
(東海潮間帶)

布袋-澎湖來回船票乙張
馬公機場或碼頭來回接送
四人成行四人房住宿2晚
本島重型機車使用3天(不含油資)
澎湖地區觀光地圖乙份
夜釣小管或海洋觀光牧場二選一
八合一水上活動(不限次數玩)
吉貝來回船票
200萬意外險20萬醫療險
贈送免稅商店入場卷
每人早餐各二份
布袋-澎湖來回船票乙張
馬公機場或碼頭來回接送
馬公住宿四人房2晚
南海七美、望安、虎井、桶盤巡航來回船票
夜釣小管或海洋觀光牧場二選一
本島重型機車使用3天(不含油資)
澎湖地區觀光地圖乙份
贈送免稅商店入場卷
200萬意外險20萬醫療險
每人早餐各二份
布袋-澎湖來回船票乙張
馬公機場或碼頭來回接送
潮間帶海底尋寶趣
東海來回船票
八合一水上活動(不限次數玩)
澎湖地區觀光地圖乙份
馬公住宿四人房2晚
夜釣小管或海洋觀光牧場二選一
贈送免稅商店入場卷
本島重型機車使用3天(不含油資)
每人早餐各二份
200萬意外險20萬醫療險

臨海旅行社
電話：06-9271000

臨海旅行社
電話：06-9271000

臨海旅行社
電話：06-927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