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弟旅店 CAPYBARA Backpackers Hostel

● 二人房  7,699元起

● 四人房  6,799元起   
● 飯店提供早餐券及機場接送
● 房型：雙人房為1大床或2小床四人房為2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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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時FB粉絲團

【費用包含】
●立榮航空台北—澎湖馬公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
●住宿兩晚
●500萬契約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未滿15歲及已滿70歲限保200萬契約責任險)

和田大飯店MF HARBOR VIEW HOTEL

● 二人房  8,899元起

● 三人房  7,899元起

● 四人房  7,399元起

● 六人房  7,399元起

● 飯店不提供早餐券及機場接送
● 房型：雙人房為1大床或2小床,三人房為1大床1小床,  
     四人房為2大床,六人房為3大床



毛弟旅店自由行 
 

 

 
 

★行程特色★ 

 

★2 人報名即可成行，沒有等待成團壓力的困擾 

★行程可自由搭配，自由選擇沒有煩惱 

 

「飯店安排」 

山水沙灘特色民宿：毛弟旅店 二晚 

此民宿是工業風格為設計主軸建造而成，鄰近澎湖最有名的山水沙灘(步行距離約 5 分鐘)，山

水沙灘旁有餐廳、衝浪店，前往風櫃或是鎖港及其他景點都非常方便，晚上也有小酌的店家

能與朋友相聚暢聊。 
 

 



★每日行程★ 
 

第一天 台灣機場 / 馬公機場-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南環之旅(自行前往) 

 

推薦自費行程: 

【夜釣小管】強烈的聚光燈照射在海面上，藉以吸引小管群的靠近。現場釣到的小管，身體晶瑩剔透，整隻

小管呈現透明的樣子，而且還會向你吐口水和墨汁喔！釣上來的小管，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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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夜：小管或魷魚沙西米+小管煮

麵線。 

 

【海洋牧場】業者解說箱網養殖海鱺魚等相關問題，體驗釣海鱺魚、卡拉 OK 無限歡唱，碳烤豎耳傾聽那多

汁肥美的碳烤海蚵，熟透張殼的ㄅㄥㄅㄥ聲，嘴中品嚐現煮的海蚵麵線或海鮮粥吃到飽等活動，讓您親享漁

村生活之樂趣。 

 

【金沙灘八合一水上活動(無限次數)】金沙灘進行刺激好玩的水上活動：搖擺快艇、飛毯衝浪、水上摩托

車、香蕉船、拖曳圈、鴛鴦 飛船、海戰車、浮潛…等水上活動。讓您在碧海藍天裡盡情衝刺，痛快又好玩的

程度若沒有親身體驗是無法想像的喔！一票到底不計次數盡情歡樂。 

 

南環景點介紹: 

【風櫃洞】位在澎湖風櫃半島南端，風櫃洞是來澎湖不可不來的知名景點之一，過去被稱為「風櫃尾」，這裡

因為澎湖特有的玄武岩柱狀節理十分發達，而且長年受到海浪的侵蝕，而形成了狹長的海蝕溝。 

【蒔裡沙灘】一片由珊瑚及貝殼碎片所組成的白色沙灘。早期是居民牽網捕魚的漁場，景色可媲美夏威夷的

威基基海灘。 

【山水沙灘】岸邊有潔白的沙灘，清澈的海水，是旅客戲水的天堂，更是澎湖的衝浪聖地，一望無際的海，

享受海島的悠閒。 

【鎖港南北石塔 & 定置網漁市】石塔的功用為驅邪、避煞、鎮風，南北石塔特別用於鎮風用途，因此又稱

鎮風塔，壯觀程度可謂澎湖之最，高約 14 公尺，為九層寶塔，金門看風獅爺來澎湖一定要看澎湖的石塔，

每日上午 6 點多及下午 3 點多兩個時段，漁船會出海去定置網抓魚回到港邊販賣，每天有不同的魚，且價格

便宜優惠，多年來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因而聞名。 

【鎖港石塔】石塔的功用為驅邪、避煞、鎮風，石塔特別用於鎮風用途，因此又稱鎮風塔，壯觀程度可謂澎

湖之最，高約 14 公尺，為九層寶塔，金門看風獅爺來澎湖一定要看澎湖的石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山水沙灘特色民宿~毛弟旅店或同級 

 

 

 

 



第二天 全日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北環之旅(自行前往) 

 

推薦自費行程: 

【南海雙島之旅(七美、望安)】 南海之旅：桶盤嶼、虎井嶼：巡航【柱狀形玄武岩，火山熔岩口－蓮花池】

望安嶼：古厝之旅【天台山：仙人足跡－花宅：桂花巷，參觀中社老街鴛鴦谷眺望七美】七美嶼：雙心石滬

【七美人塚、望夫石、小台灣、大獅風景區】 

 

【東海生態一日遊】前往岐頭碼頭乘船至東海珍珠【員貝嶼】欣賞玄武岩奇蹟–文房四寶，展開東海巡岸之

旅：燕鷗保護區【雞善嶼】玄武岩之美；素有海上長城之稱的【錠鉤嶼】更是美景天成，令人嘆為觀止！、

【訂情崖】、【鳥嶼】、→休閒漁業活動：潮間帶踏浪【尋寶活動】、觀賞珊瑚之狀觀、【浮潛餵魚】、覽東海海

底景色，親手體驗石滬奇蹟餵魚（提供蛙鏡膠鞋）、【敲蚵】野生石頭蚵，甘甜味美現採現吃，分組【抱礅網

魚】一窺先民拆敦抓石斑魚技巧（專人教導）、隨後遊玩海上活動設施－香蕉船、水上機車、鴛鴦飛船、拖曳

圈、小快艇……無限次數一票到底。 

 

 【南海七美&月鯉灣一日】前往南海碼頭搭乘豪華遊艇，直達前往最負盛名的七美嶼，特別安排七美全新旅

遊玩法。抵達碼頭後在專人的引導下，前往領取機車(2 人一台)(若不會騎機車者可選擇搭乘島上接泊車)，您

可選擇自行悠閒的遊覽全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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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休息；由專人引導於月鯉灣展開精采有

趣的特色活動 2 選 1，請於報名時一併告知選項，以便提前預定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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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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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海上釣魚趣約２小時>>：搭乘大型娛樂海釣船前往七美最著名的漁場進行海釣，享受與魚兒拉扯的

快感與樂趣！ 

 

北環景點介紹: 

【通樑古榕】象徵澎湖人驕傲，三百多年常青樹，綠蔭廣披，是最佳的乘涼處。 

【跨海大橋】來澎湖打造知名度的地標，著名海上長橋、哄門漩渦，橋頭拱門型建築是您留影的最佳選擇。 

【二崁古厝】二崁古厝為台灣建築百景之一，聚落以陳家古厝為重心，因澎湖冬季東北季風強大而建於低

地，傳統閩南五落式古厝散發出濃濃懷舊風情。道此來杯二崁杏仁茶，坐聽古語談笑古今。 

【大義宮蓮花珊瑚洞】精雕細琢的蓮花珊瑚洞，眷養許多海龜，讓您與綠蠵龜近距離接觸。 

【大菓葉玄武岩柱】不用出海即可看見世界級玄武岩柱，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西嶼燈塔】又稱漁翁島燈塔，為澎湖二級古蹟，台灣地區最早的洋式燈塔，西式洋樓、咾咕石白牆呈現地

中海風。 

【內垵沙灘】澎湖本島最美麗的海灣景觀，位於縣道旁，因此涼亭隱蔽，經常呼嘯而過，而錯過這美景。 

【西嶼燈塔】西嶼燈塔又名漁翁島燈塔，位於澎湖本島最西邊，燈塔旁的斷崖是欣賞西嶼夕陽最佳的景點，

許多遊客去到西嶼燈塔，都是為了一睹夕陽灑在海面上那浪漫的美景~。 

 

早餐：早餐券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山水沙灘特色民宿~毛弟旅店或同級 



第三天 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馬公市區觀光(自行前往)-馬公機場 / 台灣機場 

 

推薦自費行程: 

【和慶半潛艇之旅+海洋牧場】搭乘『半潛艇』漫遊馬公港，先來一趟『海上巡航』菊島之星、彩繪油桶、

漁人碼頭、水岸商圈、海洋之母、港務大樓、媽宮古城、金龍頭、外婆的澎湖灣、漁翁島、蛇頭山…，透過

船上的專業嚮導帶領，細說馬公港沿岸景點及歷史故事；走入半潛艇的船艙，目睹青灣美麗燦爛的珊瑚生態

（軟珊瑚、鹿角珊瑚、蜂巢珊瑚…等等），讓人驚艷和讚嘆造物者的神奇！抵達『海洋牧場箱網平台』您可人

手一竿親自餵食兇猛的海鱺！接著來一場人與花枝的鬥智拔河大賽，千萬要小心，當花枝以水柱攻擊您時，

閃躲速度務必要快喔！隨後登上『海上休閒平台』，生態觸摸池的體驗讓小朋友們驚叫連連；您還可以在海上

悠閒的唱唱卡拉 ok，餓了吧！海上平台有最新鮮的牡蠣及海鮮粥無限量供應，讓您大快朶貽! 

 

【吉貝水上樂園八合一水上活動】前往赤崁碼頭搭乘快艇，前往吉貝碼頭，搭接駁車往【吉貝海上樂園】體

驗不限次數、一票到底的【八合一水上活動】，如浮潛、香蕉船、鴛鴦飛船、大力水手、水上摩托車、新式水

上自由落體、拖曳圈、水上海戰車. .絶對讓您驚聲尖叫舒體通暢！不玩水的你也可以選擇在休息區、玩撲克

牌 (請自備)、慵懶的曬個日光浴在沙灘上拾貝堆沙這個足以媲美國外私人渡假的小島，堪稱全澎湖最棒的渡

假天堂，正等待您的造訪！ 

 

馬公市區景點介紹： 

【澎湖天后宮】來到澎湖海島，一定要來向討海人家的守護女神－媽祖求個平安。除了來見證媽祖娘的傳奇

故事，並欣賞這座古蹟廟宇的藝術之美。 

【四眼井】穿越歷史老街探尋百年古井，突出的井口是為了避免婦孺落入井中，而四個井眼的設置是為了避

免各家汲水起衝突所作的聰明設計。 

【潘安邦舊居】而以一曲「外婆的澎湖灣」走紅的民歌歌手─潘安邦先生，即為台灣澎湖縣馬公「金龍頭眷

村」(篤行十村)保留區人。潘安邦先生於 1961 年出生於篤行十村，幼年時期在澎湖的藍天碧海與外婆的疼

愛下長大；成年後因緣際會前往台北並結識好友葉佳修先生，輾轉踏入民歌界。在數次談及懷念故鄉澎湖及

外婆的心境後，遂將這段情感轉化為詞曲，創作出「外婆的澎湖灣」，也成為當年膾炙人口的歌曲。 

【西瀛虹橋】「西瀛虹橋」又有彩虹橋之稱，位於澎湖馬公市的觀音亭休憩區內。早晨是當地民眾晨泳的好去

處，夜幕低垂，虹橋則會點上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彩霓虹光，繽紛的色光倒映在水面之上，七

彩波光閃爍在粼粼的水面，非常浪漫，是情人們的約會聖地。 

 

 

早餐：早餐券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費用說明 
 

※自費加價 GO※ 

 

※ 為因應廠商更動票價之即時性，請在下訂單後，以業務回覆確認之票價為準。 

 

 

 



 

 
 

 

 

 



澎湖和田大飯店自由行 
 

 
 

★行程特色★ 

《和田飯店》成雙成對，就愛 99 

即日起~8/15 日止，限報名付訂者，預定雙人房只要+99/人即可升等豪華四人房， 

數量有限，報完為主 

出發日期：08/18、22、28、30(其他日期請來電洽詢業務專員) 

※確認是否可有加價升等請洽業務專員!! 

★2 人報名即可成行，沒有等待成團壓力的困擾 

★行程可自由搭配，自由選擇沒有煩惱 
 

 

 



★每日行程★ 
 

第一天 台灣機場 / 馬公機場-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南環之旅(自行前往) 

 

推薦自費行程: 

【夜釣小管】強烈的聚光燈照射在海面上，藉以吸引小管群的靠近。現場釣到的小管，身體晶瑩剔透，整隻

小管呈現透明的樣子，而且還會向你吐口水和墨汁喔！釣上來的小管，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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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夜：小管或魷魚沙西米+小管煮

麵線。 

 

【海洋牧場】業者解說箱網養殖海鱺魚等相關問題，體驗釣海鱺魚、卡拉 OK 無限歡唱，碳烤豎耳傾聽那多

汁肥美的碳烤海蚵，熟透張殼的ㄅㄥㄅㄥ聲，嘴中品嚐現煮的海蚵麵線或海鮮粥吃到飽等活動，讓您親享漁

村生活之樂趣。 

 

【金沙灘八合一水上活動(無限次數)】金沙灘進行刺激好玩的水上活動：搖擺快艇、飛毯衝浪、水上摩托

車、香蕉船、拖曳圈、鴛鴦 飛船、海戰車、浮潛…等水上活動。讓您在碧海藍天裡盡情衝刺，痛快又好玩的

程度若沒有親身體驗是無法想像的喔！一票到底不計次數盡情歡樂。 

 

南環景點介紹: 

【風櫃洞】位在澎湖風櫃半島南端，風櫃洞是來澎湖不可不來的知名景點之一，過去被稱為「風櫃尾」，這裡

因為澎湖特有的玄武岩柱狀節理十分發達，而且長年受到海浪的侵蝕，而形成了狹長的海蝕溝。 

【蒔裡沙灘】一片由珊瑚及貝殼碎片所組成的白色沙灘。早期是居民牽網捕魚的漁場，景色可媲美夏威夷的

威基基海灘。 

【山水沙灘】岸邊有潔白的沙灘，清澈的海水，是旅客戲水的天堂，更是澎湖的衝浪聖地，一望無際的海，

享受海島的悠閒。 

【鎖港南北石塔 & 定置網漁市】石塔的功用為驅邪、避煞、鎮風，南北石塔特別用於鎮風用途，因此又稱

鎮風塔，壯觀程度可謂澎湖之最，高約 14 公尺，為九層寶塔，金門看風獅爺來澎湖一定要看澎湖的石塔，

每日上午 6 點多及下午 3 點多兩個時段，漁船會出海去定置網抓魚回到港邊販賣，每天有不同的魚，且價格

便宜優惠，多年來吸引大批遊客前往因而聞名。 

【鎖港石塔】石塔的功用為驅邪、避煞、鎮風，石塔特別用於鎮風用途，因此又稱鎮風塔，壯觀程度可謂澎

湖之最，高約 14 公尺，為九層寶塔，金門看風獅爺來澎湖一定要看澎湖的石塔。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和田飯店或同級 

 

 

 

 



第二天 全日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北環之旅(自行前往) 

 

推薦自費行程: 

【南海雙島之旅(七美、望安)】 南海之旅：桶盤嶼、虎井嶼：巡航【柱狀形玄武岩，火山熔岩口－蓮花池】

望安嶼：古厝之旅【天台山：仙人足跡－花宅：桂花巷，參觀中社老街鴛鴦谷眺望七美】七美嶼：雙心石滬

【七美人塚、望夫石、小台灣、大獅風景區】 

 

【東海生態一日遊】前往岐頭碼頭乘船至東海珍珠【員貝嶼】欣賞玄武岩奇蹟–文房四寶，展開東海巡岸之

旅：燕鷗保護區【雞善嶼】玄武岩之美；素有海上長城之稱的【錠鉤嶼】更是美景天成，令人嘆為觀止！、

【訂情崖】、【鳥嶼】、→休閒漁業活動：潮間帶踏浪【尋寶活動】、觀賞珊瑚之狀觀、【浮潛餵魚】、覽東海海

底景色，親手體驗石滬奇蹟餵魚（提供蛙鏡膠鞋）、【敲蚵】野生石頭蚵，甘甜味美現採現吃，分組【抱礅網

魚】一窺先民拆敦抓石斑魚技巧（專人教導）、隨後遊玩海上活動設施－香蕉船、水上機車、鴛鴦飛船、拖曳

圈、小快艇……無限次數一票到底。 

 

 【南海七美&月鯉灣一日】前往南海碼頭搭乘豪華遊艇，直達前往最負盛名的七美嶼，特別安排七美全新旅

遊玩法。抵達碼頭後在專人的引導下，前往領取機車(2 人一台)(若不會騎機車者可選擇搭乘島上接泊車)，您

可選擇自行悠閒的遊覽全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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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休息；由專人引導於月鯉灣展開精采有

趣的特色活動 2 選 1，請於報名時一併告知選項，以便提前預定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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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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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海上釣魚趣約２小時>>：搭乘大型娛樂海釣船前往七美最著名的漁場進行海釣，享受與魚兒拉扯的

快感與樂趣！ 

 

北環景點介紹: 

【通樑古榕】象徵澎湖人驕傲，三百多年常青樹，綠蔭廣披，是最佳的乘涼處。 

【跨海大橋】來澎湖打造知名度的地標，著名海上長橋、哄門漩渦，橋頭拱門型建築是您留影的最佳選擇。 

【二崁古厝】二崁古厝為台灣建築百景之一，聚落以陳家古厝為重心，因澎湖冬季東北季風強大而建於低

地，傳統閩南五落式古厝散發出濃濃懷舊風情。道此來杯二崁杏仁茶，坐聽古語談笑古今。 

【大義宮蓮花珊瑚洞】精雕細琢的蓮花珊瑚洞，眷養許多海龜，讓您與綠蠵龜近距離接觸。 

【大菓葉玄武岩柱】不用出海即可看見世界級玄武岩柱，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西嶼燈塔】又稱漁翁島燈塔，為澎湖二級古蹟，台灣地區最早的洋式燈塔，西式洋樓、咾咕石白牆呈現地

中海風。 

【內垵沙灘】澎湖本島最美麗的海灣景觀，位於縣道旁，因此涼亭隱蔽，經常呼嘯而過，而錯過這美景。 

【西嶼燈塔】西嶼燈塔又名漁翁島燈塔，位於澎湖本島最西邊，燈塔旁的斷崖是欣賞西嶼夕陽最佳的景點，

許多遊客去到西嶼燈塔，都是為了一睹夕陽灑在海面上那浪漫的美景~。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和田飯店或同級 



第三天 自由活動 或 可加購自費行程 或 馬公市區觀光(自行前往)-馬公機場 / 台灣機場 

 

推薦自費行程: 

【和慶半潛艇之旅+海洋牧場】搭乘『半潛艇』漫遊馬公港，先來一趟『海上巡航』菊島之星、彩繪油桶、

漁人碼頭、水岸商圈、海洋之母、港務大樓、媽宮古城、金龍頭、外婆的澎湖灣、漁翁島、蛇頭山…，透過

船上的專業嚮導帶領，細說馬公港沿岸景點及歷史故事；走入半潛艇的船艙，目睹青灣美麗燦爛的珊瑚生態

（軟珊瑚、鹿角珊瑚、蜂巢珊瑚…等等），讓人驚艷和讚嘆造物者的神奇！抵達『海洋牧場箱網平台』您可人

手一竿親自餵食兇猛的海鱺！接著來一場人與花枝的鬥智拔河大賽，千萬要小心，當花枝以水柱攻擊您時，

閃躲速度務必要快喔！隨後登上『海上休閒平台』，生態觸摸池的體驗讓小朋友們驚叫連連；您還可以在海上

悠閒的唱唱卡拉 ok，餓了吧！海上平台有最新鮮的牡蠣及海鮮粥無限量供應，讓您大快朶貽! 

 

【吉貝水上樂園八合一水上活動】前往赤崁碼頭搭乘快艇，前往吉貝碼頭，搭接駁車往【吉貝海上樂園】體

驗不限次數、一票到底的【八合一水上活動】，如浮潛、香蕉船、鴛鴦飛船、大力水手、水上摩托車、新式水

上自由落體、拖曳圈、水上海戰車. .絶對讓您驚聲尖叫舒體通暢！不玩水的你也可以選擇在休息區、玩撲克

牌 (請自備)、慵懶的曬個日光浴在沙灘上拾貝堆沙這個足以媲美國外私人渡假的小島，堪稱全澎湖最棒的渡

假天堂，正等待您的造訪！ 

 

馬公市區景點介紹： 

【澎湖天后宮】來到澎湖海島，一定要來向討海人家的守護女神－媽祖求個平安。除了來見證媽祖娘的傳奇

故事，並欣賞這座古蹟廟宇的藝術之美。 

【四眼井】穿越歷史老街探尋百年古井，突出的井口是為了避免婦孺落入井中，而四個井眼的設置是為了避

免各家汲水起衝突所作的聰明設計。 

【潘安邦舊居】而以一曲「外婆的澎湖灣」走紅的民歌歌手─潘安邦先生，即為台灣澎湖縣馬公「金龍頭眷

村」(篤行十村)保留區人。潘安邦先生於 1961 年出生於篤行十村，幼年時期在澎湖的藍天碧海與外婆的疼

愛下長大；成年後因緣際會前往台北並結識好友葉佳修先生，輾轉踏入民歌界。在數次談及懷念故鄉澎湖及

外婆的心境後，遂將這段情感轉化為詞曲，創作出「外婆的澎湖灣」，也成為當年膾炙人口的歌曲。 

【西瀛虹橋】「西瀛虹橋」又有彩虹橋之稱，位於澎湖馬公市的觀音亭休憩區內。早晨是當地民眾晨泳的好去

處，夜幕低垂，虹橋則會點上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彩霓虹光，繽紛的色光倒映在水面之上，七

彩波光閃爍在粼粼的水面，非常浪漫，是情人們的約會聖地。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費用說明 
 

※自費加價 GO※ 

 

※ 為因應廠商更動票價之即時性，請在下訂單後，以業務回覆確認之票價為準。 

 

 

 



 

團費包含 

★ 台灣出發之立榮航空澎湖馬公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不得指定航班；需團去團回；不可延回；進出點需相同) 

★ 澎湖飯店住宿兩晚。不含早餐及不含機場接送 

★ 500 萬契約責任險 + 20 萬意外醫療險。(未滿 14 歲及已滿 70 歲限保 200 萬契約責任險) 

團費不含 

★ 個人之各項消費，例如：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門票等費用。 

★ 孩童不佔床即不含早餐&備品。孩童未滿 6 歲可不佔床，因各飯店規定不同，故佔床與否仍需依飯店現場判斷為

主。  

★★因目前機位及房況較滿，航班及訂房狀況隨時變動，無法立即更新機位數及房況資料，行程確認皆需 2-3 工作天，

確認後業務會再另行通知，實際航班及入住飯店需以業務回覆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團體機位依規定，優惠票價(老人、小孩、殘障、殘陪)只能為總人數三分之一，其餘皆需開成人票，且限本國人。故

實際開票票種之適用價格需以業務回覆為主。 



旅遊須知 

★【報名規定】： 

※本行程需佔床２人以上方可成行（將於出發日前三天給予行前說明資料）。 

※預約作業金：每人 NTD$2,000 元《線上預約並非保證訂位成功，仍需以客服人員回覆確認為準》。 

※出發前七日內預約訂位者，需請先行預付全額保證成行作業費用，因訂位未成功時則可全額退費。 

※旅客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個別定型化契約書，敬請旅客先行詳閱該契約

書內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 

※本網站不負責因可歸責於旅客事由（如遲到等）所導致無法成行之損失，旅遊費用不予退還。 

※於本網站訂購產品前，請務必詳閱該產品之訂購須知及相關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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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本人各行程。訂購須知與限制約定，在點選同意後其法律效力及於旅客

本人，本公司不接受事後旅客本人以不知或未瞭解等事由做為抗辯理由。 

※如有身體不適請自備個人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防蚊蟲液...等。 

※若遇天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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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訂位成功後，將無法增減原始旅客，若有更改需取消原始訂位記錄，重新需求訂位。 

※一旦確認訂購完成，旅客需憑身份證件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依預訂行程出發。 

※航空公司保有航班變動之權利。 

※本行程房間以兩人一室為主，如有單人報名，請補單人房差。 

※行程景點、食宿均包含於行程費用中，如自行放棄均無法退費或轉讓他人使用，而安全措施及操作程序由

領隊及導遊在外站詳細告知，請旅客務必遵守。 

※行程所示之飯店、景點、餐食等圖片為本公司自行拍攝或官方網站提供之檔案，實際情況以現場呈現為

準，本公司網站所提供之圖片僅供參考。 

※有特殊餐食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三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

以實際回覆為準。 

★因目前機位及房況較滿，航班及訂房狀況隨時變動，無法立即更新機位數及房況資料，行程確認皆需 2-3

工作天，確認後業務會再另行通知，實際航班及入住飯店需以業務回覆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團體機位依規定，優惠票價(老人、小孩、殘障、殘陪)只能為總人數三分之一，其餘皆需開成人票，且限本

國人。故實際開票票種之適用價格需以業務回覆為主。★ 

 

★【入住提醒】： 

◎行程中所使用的房型，除行程註明或旅客特別需求之外，皆提供標準房型為主。如須指定飯店或房型，請

付訂前同時告知業務人員需求，加價金額請洽業務人員。 

◎房間以兩人一室為主；如有單人報名，請補單人房差。 

◎因飯店有提供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如有特殊需求在不增

加售價的狀況下，請提前告知業務人員，我們僅可代為事先向飯店提出需求，恕無法保證客人之需求可完全

滿足，最後的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時為主。 

◎各飯店是否提供盥洗用品、吹風機、WIFI 上網、熱水器等等皆有不同服務規格，因此仍建議自行攜帶慣用

之個人衛生盥洗用品與電器，或根據最終說明會資料洽詢您的服務人員。 



◎行程中若含飯店內早餐，餐食及服務（例如管家烹煮服務）則依各飯店所提供的內容為主。 

◎行程所標示飯店等級以當地認證為準，部份設施、服務、環境可能與國際星等飯店有些微落差。如有須加

強服務之處，可洽飯店服務人員、導遊協助。 

◎團費未含飯店內各項迷你吧商品、付費電視頻道、客房服務、自費設施等項目。另旅客若毀損、遺失飯店

內之用品，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任，旅客須自行負擔相關費用。 

 

★【行程規定】： 

◎為求安全起見，請再進行所有水上活動時全程穿著水上救生衣；如有感到身體不適，可選擇不參加，並請

告知領隊及導遊，謝謝合作。 

◎如遇景點部份遊樂設施或展覽區域，因維修或其他因素而關閉之情形，旅客不得對於該關閉之遊樂設施或

展覽項目請求賠償權利。 

◎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行程內

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建議您可根據行程內容自行攜帶泳具，另若有浮潛行程時，免費提供公用浮潛用具，但您若有個人衛生考

量，建議您可自行準備。 

 

★【貼心提醒】： 

1. 請於搭機前一小時需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未領有身分證者（如孩童），可持戶口名簿或有照片等

文件搭機，離島敬老票搭機時請備相關證件查驗，以上若各場站航警單位另有規定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2.行李規定 

•手提行李 

1. 為提供旅客舒適之乘坐空間，每位旅客只可攜帶一件手提行李搭機，重量不得超過 7 公斤，尺寸規範限制

長／寬／高為：56cmx36cmx23cm。 

2. 為確保飛航安全，旅客手提行李應妥善儲放於座椅下或座椅上方置物箱，以避免滑動或掉落，並不得阻礙

緊急裝備之取用及撤離通道之順暢。 

3. 旅客若隨身攜帶安全限制品通關，該物品可能會有運送延遲、搜查沒收或交由安全單位處理之情形，立榮

航空對此類物品將不負理賠責任。 

4. 隨身行李禁止攜帶之物品如下： 

(1). 液狀、膠狀及噴霧物品類：非放射性醫療用品或梳妝用品（含噴劑），如髮膠、香水、古龍水及含酒精

之藥物等，噴罐類須加蓋保護，每位旅客可攜帶之總重量不超過 2 公斤或 2 公升，單一物品不超過 0.5 公斤

或 0.5 公升。 

旅客攜帶旅行中所必要但未符合前述限量規定之嬰兒牛奶（食品）、藥物、糖尿病或其他醫療所須之液體、

膠狀及噴霧類物品，須於機場安檢線向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安全檢查人員申報，並於獲得同意後，始得

放於手提行李或隨身攜帶上機。 

(2). 其它類：其他經人為操作可能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 

 

 

 

 



•託運行李 

1. 免費託運行李額度依「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定型化契約」，經濟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 10KG，超

過時依各航線超重費率收取行李超重費。請使用合適、堅固的行李箱裝妥行李並確定在正常運載的時候不會

破損或導致內容物受損，對於以紙箱、購物袋包裝之行李，旅客將自行承擔內容物掉落遺失及受損之風險。 

2. 單件託運行李重量，達 23 公斤以上時，需加掛「超重」標示牌。建議旅客攜帶之單件行李至多 32 公

斤。無法拆裝之行李介於 32-45 公斤之間者需視本公司場站作業協調後受理。超過 45 公斤無法拆裝之單件

行李原則上本公司不予受理。 

每件託運行李之長+寬+高 不得超過 277 公分，且其寬、高限制依機型不同，如下限制： 

• ATR 72-600 寬 138CM 高 157CM 

• A321 寬 202CM 高 185CM 

3. 勿放入託運行李之物品 

對於放置於託運行李內之易碎品、易腐品、金錢、珠寶、貴重礦石、銀器、流通票據、有價證券、護照和其

身分證件或其他貴重及不適合託運之物品如手提電腦及其相關週邊產品、照相機、行動電話、攝錄影機、電

子產品、影音視聽產品、攝影器具、珠寶、鐘錶、現金、貨幣、商業文書信件、合約、古書、古董、鑰匙、

皮草、醫療用品、藥物、光學用品、樣品等物品，不論旅客是否已事先告知，請恕立榮航空公司不對任何遺

失或損害及間接損失負責賠償。 

4. 旅客攜帶自行車或其他運動器材搭機，其可受理尺寸、包裝、收費比照上述託運行李規定。提醒您自行車

託運前手把需轉 90 度固定，踏板向內固定或卸下，輪胎需洩氣並須有適當之外包裝。 

*資料來源:立榮航空官方網站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我們特別請您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

權益。 

◎貴重物品請託放至飯店保險箱，如需隨身攜帶切勿離手，小心扒手在身旁。 

◎住宿飯店時請隨時將房門扣上安全鎖，以策安全；使用浴室時請特別注意安全，保持地板乾燥以免因滑倒

發生危險；勿在燈上晾衣物、勿在床上吸煙，聽到警報器響請由緊急出口迅速離開。 

◎游泳池未開放時請勿擅自入池游泳，並切記勿單獨入池。 

◎搭乘船隻請務必穿著救生衣，前往海邊戲水請務必穿著救生衣，並勿超越安全警戒線。 

◎自費活動如具有刺激性，請衡量自己身體狀況請勿勉強參加。 

◎孕婦及個人患有心臟病、高血壓或其他等慢性疾病旅客請勿參加，如：水上活動、溫泉..等易增加身體負擔

具有刺激性的活動。 

◎搭車時請勿任意更換座位，頭、手請勿伸出窗外，上下車時請注意來車以免發生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