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自強活動通知 

澎湖菊島 2023 包船出海賞花火 三日遊 
地址：708 台南市建平 17 街 157 號 9 樓之 2 

電    話：06-297-8498 

傳  真：06-297-8497 

聯 絡 人：王雅敏/傅怡潔秘書 

 

受文者：本會各會員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112）南市建開 志 字第 007號 
附    件：如說明 
 

主旨：本會謹訂於 112年 4月 30 日-5 月 2日舉辦 3 天 2夜國內自強活動澎湖菊島 2023

包船出海賞花火三日遊(行程詳如附件)，本次活動預定 40 名(因房間數有限)，請依

說明規定事項報名，額滿為止，敬請會員先進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會 112.01.04第 14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 報名資格及補助對象： 

   限繳交 112 年常年會費之公司：資本額未達一億元者，補助 1 名。〈實際成行者〉 

   限繳交 112 年常年會費之公司：資本額一億元以上者，補助 2 名。〈實際成行者〉 

   限公司負責人或本會會員代表（限 112年登錄本會之代表本人） 

     優先報名，若報名日期截止後仍有空位，再開放依報名順序遞補，非補助對象需 

     全額自費。 

三‧ 旅遊日期：民國 112年 4月 30~5 月 2日﹝星期日~二﹞共 3 天 2 夜。 

四‧ 行  程(詳如附件)：(視當天行程本會保有微調之權利)  

    ★本次行程為台南出發請自行前往台南機場集合 

   第一天: 機場集合出發→澎湖馬公機場→海葵南寮社區-南寮古厝-【摩西分海】奎壁山- 

          【菓葉灰窯】IG超燒打卡點-澎湖特產館 

   第二天:飯店出發→東海特色群島巡禮--員貝嶼(玄武岩文房四寶.百褶裙)→雞善嶼(賞鳥 

         天堂玄武岩之美) →錠鉤嶼(海上長城.澎湖小桂林美譽) →鳥嶼-潮間帶生態之旅 

         -鳥嶼(有定情崖之稱) →澎坊Pier3三號港、篤行十村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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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晚餐→包船出海欣賞煙火  



   第三天: 北環島攬勝-粉紅小丑魚海洋館、跨海大橋、二崁古厝、大菓葉玄武岩、通樑 

          古榕、青花瓷可愛風嗨鼠→馬公機場馬公機場辦理登機，返回溫暖的家  

五‧ 團  費：每人新台幣雙人房 18,400 元/人，含來回機票、食宿、車資、保險。 

六‧ 公會補助 3,000 元，自付額：新台幣雙人房 15,400元/人，非補助對象全額自費。  

   （未能成行者請於 3 月 10日前來電告知，並至本會辦理退費手續，否則不予退費， 

    充當本次活動加菜金） 

 七‧ 住  宿：全程住宿以 2人 1室為原則，若要求單人房，需另補差額 6,800/人。 

 八‧ 報名程序： 

(1) 請逕至『https://www.surveycake.com/s/zZ3MX』填妥表單提交或請掃描「QR code

」填妥表單提交即可。 

掃描 QR code 可點開 line 的頁面，上方搜尋欄右邊有個正方形掃描的圖案，點下去即可掃 

描 QR code，掃描後上方會出現網址，點選下去即可進入填寫。 

 

 

 

 

 

 

 

     (2)如無法按報名程序(1)報名者,可傳真至公會繳交報名表。  

     (3)報名成功後，請於 3天內至公會繳交費用。 

     (4)未於期限完成報名者，由候補順序遞補。 

  九‧ 報名日期：112年 1月 12 日(四)上午 9時受理報名，額滿為止，為求公平起見 

               ，不接受電話及匯款預約，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十‧ 繳費地點：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台南市安平區建平 17 街 157 號 9樓之 2 

 

 

 

 

 

 



 

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公會自強活動報名表-澎湖菊島 2023 花火節+迪士尼 三日遊 

收據開立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 負責人 

□ 代  表 

□ 非代表 

出生年月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食膳  

    

□ 葷 

□ 素 

□ 特殊備註 

 

___________ 

 

□雙人房   □單人房(須補差價 6800) 

同房者姓名： 

 

□ 負責人 

□ 代  表 

□ 非代表 

出生年月 身份證字號 手機 食膳  

    □ 葷 

□ 素 

□ 特殊備註 

 

___________ 

 

□雙人房   □單人房(須補差價 6800) 

同房者姓名： 

 

備註：◎本次行程為台南出發請自行前往台南機場集合。 
      ◎由公會安排其他代表人同房者，如無法安排同房者，須補單人房差額 6800。 
      ◎公會地址：台南市安平區建平 17 街 157 號 9 樓之 2、電話：297-8498、297-8494 

        聯絡人：王雅敏/傅怡潔 

出發時間（請提早抵達機場，逾時不候）傳真完請務必來電確認是否報名成功！ 



 

 

 
出發日期:112 年 4 月 30-5 月 2 日(星期日.一.二) 

 

國際品牌五星飯店～澎湖福朋喜來登 

酒店座落馬公第三漁港旁，180 度廣角眺望咫尺灣景，超高燈塔建築意象、配佐珊瑚沙外牆綠建築，

完美呼應海港特色風情。331 間現代簡約套房、港景無邊際戶外泳池，等待您徜徉於海天一線間、

時尚潮酷的微浮酒吧、網羅在地時令鮮味的中西餐廳、SPA 芳療、三溫暖蒸氣室、兒童遊憩室、健

身房等休閒空間，完美打造澎湖新型態假期饗宴，盡情尊享澎湖之美。  

 

 
 

參考航班 (依航空公司公布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 抵達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4/30  立榮 B7-8691 高雄 澎湖 馬公 08:00  08:40  

5/02  立榮 B7-8716 澎湖 馬公 高雄 19:30 20:10 

或 

4/30  立榮 B7-8675 台南 澎湖 馬公 07:20  07:50  

5/02  立榮 B7-8682 澎湖 馬公 台南 17:50 18:25 

敬祝您 旅遊平安愉快 

 



參考行程(依實際狀況適時調整) 

【台南出發】自行前往機場集合，於航空公司櫃台前辦理登機手續。 
【高雄出發】專車接送至機場集合，於航空公司櫃台前辦理登機手續。 

抵達馬公後由專業導遊接機歡迎您的到來。 
 

【南寮村】澎湖最原始傳統的聚落風情，仍保存澎湖最原始的傳統聚落風情，硓古石建築的
紅瓦三合院古厝群、玄武硓古石牆與菅芒防風、傳統農耕菜宅澆水、魚灶、掠菅芒箄、老牛
車、牛犁田、牛屎窟、疊柴捆、菜宅花生、小農市集等等。社區營造還利用海漂浮球製成大
紅的社區入口意象，再再展現澎湖古早歲月斑駁的歷史風華，吸引大家重新走入農村，體驗
農村魅力，除曾獲選農村深度旅遊黃金鍊外，雀屏中選「2017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接著
前往【摩西分海】奎壁山東側沿岸與赤嶼之間的潮間帶，漲潮時整片淹沒水中，退潮時會逐
漸露出一條長約 300 公尺 S型的玄武岩步道，即可抵達遠方的赤嶼島，海浪由左右兩個方
向往中間的之字型步道交錯拍擊，彷彿是摩西出埃及時所劈開的紅海神蹟一般，快來看看大
自然神奇的魔法。【菓葉灰窯】IG超燒打卡點，文化資產遺址，在澎湖也能看到城堡〜由玄
武岩砌成的菓葉灰窯有著獨特的建築觀，有著傳統又帶點異國的風情，無論是從旁邊拍還是
走到灰窯上面拍，不同角度都有它的特色美。轉往參觀【典醬家特產館】讓您選購最夯拌手
禮仙人掌酥、仙人掌果凍、仙人掌茶一系列仙人掌獨家商品及黑糖糕…等等產品任您選購；
晚餐安排於馬公享用。餐後您可自行漫步於馬公市區感受當地風情，體驗和在都會地區不同
的特別感受。 

餐食 早餐：XXX 午餐：澎湖風味餐 晚餐：澎湖風味餐 

   飯店 福朋喜來登酒店同級   

第 二 天 

東海特色群島巡禮--員貝嶼(玄武岩文房四寶.百褶裙)→雞善嶼(賞鳥天堂玄武岩之美) 
→錠鉤嶼(海上長城.澎湖小桂林美譽)→鳥嶼-潮間帶生態之旅-鳥嶼(有定情崖之稱) 
澎坊 Pier3 三號港、篤行十村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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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後，包船出海欣賞煙火 2023澎湖國際花火之美 

 
 
 
 
 
 
 
 
 

 
【東海群島】 
享用五星級飯店早餐後，搭乘專車前往歧頭遊客中心，於碼頭乘坐快艇往東海群島各海域小
島觀賞東海景觀及燕鷗群飛同行，欣賞鬼斧神工的自然地景，觀賞玄武岩的奇特景象，以及
可遇不可求的海燕鷗包圍的樂趣。巡航員貝嶼、雞善嶼、錠鉤嶼，帶你進行豐富的潮間帶生
態之旅,體驗離島原始風貌《員貝後山〜文房四寶、放射狀玄武岩奇觀》。潮間帶生態之旅-
鳥嶼(定情崖之稱)-石蚵生長環境-驚喜觸摸、奇特可愛、少見海鮮生物展現眼前,還可以親

第 一 天 
機場集合出發澎湖馬公機場海葵南寮社區-南寮古厝-【摩西分海】奎壁山-【菓葉

灰窯】IG 超燒打卡點-澎湖特產館 



近拍照-經有著豐富的生態資源,。體驗立竿網抓魚古早魚法、抱礅生態介紹,體驗早期先人
智慧。 
【澎坊 Pier3 三號港 澎湖首座大型購物中心】澎湖最大型的免稅商店，設有和桃園機場般
規格的國際精品、香水化妝品等免稅店家與品牌，只要進出澎湖就能在店內購買近 2千種免
稅商品。特別設立全台首家國際威士卡體驗館，展出從蘇格蘭酒廠送來的制桶道具、取酒器
等；原汁原味呈現威士卡制程與歷史。 
【篤行十村文化園區】這裡是全台最早的眷村，有許多有味道的特色建築同時張雨生故事館、
潘安邦紀念館也在此處〜篤行十村文化園區；篤行十村在清朝時期園區為砲兵部隊操練場所 
日軍占領後在此設立官舍群篤行十村跨越了清朝、日據、民國等時代 風格為日式典型建築
或混和洋式風格，這裡有些景色都很適合拍照，篤行十村雖不大，但是滿有特色的一個景點。
續安排市區人文古蹟巡禮－開台首府天后宮、施公祠、萬軍井、中央古街、四眼井等，透過
專業領隊深入淺出的說明介紹，帶領您認識澎湖的歷史發展與文化背景。 
【包船欣賞煙火】眾所期盼、萬眾矚目的 2023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地點選擇在擁有寬廣腹
地的馬公市觀音亭園區舉辦,今年結合迪士尼 100周年慶典，以「奇幻百年〃精彩永恆」為
主題，迪士尼無人機燈光秀美麗的煙火與得天獨厚的海灣環境、浪漫的西瀛 .搭配點綴七彩
燈光的「西瀛虹橋」背景、讓人超期待歌手團體輪番表演，能充分沈浸在浪漫夏日風情中。 

 

餐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 澎湖風味餐 晚餐: 澎湖風味餐 

   飯店 福朋喜來登酒店同級   

第 三 天 
北環島攬勝-粉紅小丑魚海洋館、跨海大橋、二崁古厝(享用澎湖特有的仙人掌冰喔-
每人一份)、大菓葉玄武岩、通樑古榕、青花瓷可愛風嗨鼠→馬公機場 

 
【粉紅小丑魚海洋館】小丑魚互動體驗區、小丑魚故事牆，

其中小丑魚互動體驗區展示 20多種小丑魚以及牠們的海葵城

堡，隨行還會有解說人員，讓旅客能夠更加認識這些海洋中

的小可愛。 
【跨海大橋】澎湖跨海大橋於民國九十年澎湖縣歷史建
築票選中被選為澎湖縣歷史建築十景之一；跨海大橋主要聯繫白沙
和西嶼之間，使得澎湖主要的島嶼之間可以接續，是澎湖地區重要
的交通命脈，當時更允稱為遠東第一跨海大橋。 
【二崁古厝聚落】日治時期竟因中藥材的貿易讓整個村落興旺，漫
步在這個傳統閩南式建築群中不時會發現多戶人家留著祖先致富的
招牌有興趣可花個小錢品嚐村民以古法製作的杏仁茶花生仁粿金瓜 
【大菓葉玄武岩】屬於西嶼鄉池東村,面臨內海,矽質玄武岩風化成

巨大高聳之岩柱是本嶼最為可觀之處。 
【通樑古榕】歷經四百多年的蒼桑歲月，仍生生不息，愈發茁壯成
長，值得拍張照片紀念一番。並可在這此品嚐口味獨一無二的仙人
掌冰淇淋喔(享用澎湖特有的仙人掌冰喔!) 
【青花瓷可愛風-嗨鼠】內容描繪澎湖特色景點、動植物、古蹟、船
釣甚至浮潛等活動，設立在自行車路線的休息據點旁，讓遊客能輕
鬆欣賞這可愛又富有文化意涵的亮眼作品。整理行囊，把滿滿的回
憶全部打包裝入行李，當然還包括一路採購的伴手禮，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 

餐 食 早餐：飯店內 午餐：澎湖風味餐 晚餐：溫暖的家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tYNyFPGhafHYAjVtt1gt.;_ylu=X3oDMTIyZDZuZGlp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NkYzlmNWYwNDA4ODVhMTBhOTAwOTg2MGNkOGNhZDA0OARncG9zAzgEaXQDYmluZw--?.origin=&back=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E6%BE%8E%E6%B9%96&n=60&ei=UTF-8&fr=yfp-search-sa&fr2=sa-gp-tw.images.search.yahoo.com&tab=organic&ri=8&w=1001&h=563&imgurl=0.blog.xuite.net/0/d/3/8/21023217/blog_1220077/txt/21933687/5.jpg&rurl=http://blog.xuite.net/susan05/020166/21933687-%E6%BE%8E%E6%B9%96%E8%B7%A8%E6%B5%B7%E5%A4%A7%E6%A9%8B&size=140.5KB&name=<b>%E6%BE%8E%E6%B9%96</b>%E8%B7%A8%E6%B5%B7%E5%A4%A7%E6%A9%8B+@+Hi+SUSAN+%E8%98%87%E7%8F%8A%E5%AF%B6%E8%B2%9D+::+%E9%9A%A8%E6%84%8F%E7%AA%A9+Xuite%E6%97%A5%E8%AA%8C&p=%E6%BE%8E%E6%B9%96&oid=dc9f5f040885a10a9009860cd8cad048&fr2=sa-gp-tw.images.search.yahoo.com&fr=yfp-search-sa&tt=<b>%E6%BE%8E%E6%B9%96</b>%E8%B7%A8%E6%B5%B7%E5%A4%A7%E6%A9%8B+@+Hi+SUSAN+%E8%98%87%E7%8F%8A%E5%AF%B6%E8%B2%9D+::+%E9%9A%A8%E6%84%8F%E7%AA%A9+Xuite%E6%97%A5%E8%AA%8C&b=0&ni=21&no=8&ts=&tab=organic&sigr=134nr5ev4&sigb=14qj8vu6c&sigi=121669hnc&sigt=12anh7rjg&sign=12anh7rjg&.crumb=ZUeUkhTPfJY&fr=yfp-search-sa&fr2=sa-gp-tw.images.search.yahoo.com


 

出發日期：112 年4月30日至 5月2日 (星期日.一.二) 台南或高雄出發 

團    費： $18,400/人  (目前取得20間房，報名額滿為止!!) 
【單人房差另加$6,800/人】 

團費包含: 1.華亯來回團體經濟艙機票。 

            2.全程旅遊景點門票及酒店住宿(二人一室)。 

            3.領隊、導遊、司機小費。 

            4.如高雄出發者，贈機場專車接送(無需另付車資)。 

            5.旅遊責任險 500 萬+20 萬醫療險。 
（備註：保險若有７０歲以上(含);１４歲以下(含），依保險公司規定旅行社責任保險上限200萬+醫療20萬，敬請注意)。    

團費不含:行程以外之消費或客人自由選擇之其他節目費用。 
備註:本團來回機票係使用團體票，依航空公司規定，全團 65歲以上之敬老票有人數限制， 

若超過成數必須依大人票開立,或遇人數不足開立團體票,開立散票另有差價。 

 

 

 

 

 

 

 

 

 

 

 

 

 

 

 

佳皇旅行社有限公司 

註冊編號：7006   品保協會會員編號：南 0155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路 69 號 

TEL：06-7217828    FAX：06-7230028 

台南辦事處:台南市民生路一段 167 號 4 樓-2 

TEL:06-2229306(洪小姐)  FAX:06-2229307 

聯絡人:黃育俐 特助 0952-715-706  

佳皇旅行社＆汽車遊覽有限公司全體同仁 敬祝 各位嘉賓 旅途愉快  謝謝！！ 

tel:06-2229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