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2 年會員聯誼澎湖之旅活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１２１２年年年年４４４４月月月月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４４４４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澎湖澎湖澎湖澎湖南方四島南方四島南方四島南方四島、、、、青螺潮間帶青螺潮間帶青螺潮間帶青螺潮間帶、、、、七美嶼雙心石滬七美嶼雙心石滬七美嶼雙心石滬七美嶼雙心石滬 

航班航班航班航班：：：：04/22 松山松山松山松山-澎湖澎湖澎湖澎湖 立榮立榮立榮立榮 B7-8609(1130~1220) 

      04/24 澎湖澎湖澎湖澎湖-松山松山松山松山 立榮立榮立榮立榮 B7-8616(1650~1740)  

                    ★★★★本活動本活動本活動本活動出發來回出發來回出發來回出發來回備備備備有遊覽車接送有遊覽車接送有遊覽車接送有遊覽車接送松山松山松山松山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桃園中茂新天地桃園中茂新天地桃園中茂新天地桃園中茂新天地 4/22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20    新屋大通佛具新屋大通佛具新屋大通佛具新屋大通佛具 4/22 早上早上早上早上 9:00 

夜宿夜宿夜宿夜宿：：：：馬公喜來登酒店馬公喜來登酒店馬公喜來登酒店馬公喜來登酒店。。。。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ㄧㄧㄧㄧ、、、、每人每人每人每人團費團費團費團費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23,500 元元元元。。。。 

     費用包含機票、船資、餐食、車資、領隊小費、水上活動、旅遊險、住宿。 

            二二二二、、、、預定單人房須補差價新台幣預定單人房須補差價新台幣預定單人房須補差價新台幣預定單人房須補差價新台幣 5,000 元元元元。。。。           

            三三三三、、、、本會擬補助本會擬補助本會擬補助本會擬補助會員會員會員會員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之會員代表代表代表代表每家每家每家每家一位一位一位一位 10,000 元元元元。。。。 

               （（（（會員公司派非會員代表參加者則無補助會員公司派非會員代表參加者則無補助會員公司派非會員代表參加者則無補助會員公司派非會員代表參加者則無補助）。）。）。）。 

            四四四四、、、、本活動囿於機位有限以本活動囿於機位有限以本活動囿於機位有限以本活動囿於機位有限以 70707070 位名額位名額位名額位名額，，，，每家公司以兩位報名為限每家公司以兩位報名為限每家公司以兩位報名為限每家公司以兩位報名為限，，，，        

                    有意參加者請儘速完成報名手續有意參加者請儘速完成報名手續有意參加者請儘速完成報名手續有意參加者請儘速完成報名手續，，，，以利相關作業安排以利相關作業安排以利相關作業安排以利相關作業安排。（。（。（。（額滿額滿額滿額滿    

                    即提前截止受理即提前截止受理即提前截止受理即提前截止受理）））） 

               （（（（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報名後因機票定位因機票定位因機票定位因機票定位，，，，二二二二日日日日內內內內請請請請將匯款單傳真至公會並電話將匯款單傳真至公會並電話將匯款單傳真至公會並電話將匯款單傳真至公會並電話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確認報名後確認報名後確認報名後確認報名後恕不恕不恕不恕不退回退回退回退回費費費費用用用用））））。。。。  

            五五五五、、、、本活動請於本活動請於本活動請於本活動請於 2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10:00 起開始受理傳真報名起開始受理傳真報名起開始受理傳真報名起開始受理傳真報名，，，，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排序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排序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排序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排序，，，，俾便安排參訪事宜俾便安排參訪事宜俾便安排參訪事宜俾便安排參訪事宜。。。。（（（（提早傳真恕不受理提早傳真恕不受理提早傳真恕不受理提早傳真恕不受理）））） 

六六六六、、、、請詳填報名表格俾利本會辦理旅遊平安險請詳填報名表格俾利本會辦理旅遊平安險請詳填報名表格俾利本會辦理旅遊平安險請詳填報名表格俾利本會辦理旅遊平安險。。。。 

七七七七、、、、本活動本活動本活動本活動遊覽車接送遊覽車接送遊覽車接送遊覽車接送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 

八八八八、、、、繳納方式採銀行匯款繳納方式採銀行匯款繳納方式採銀行匯款繳納方式採銀行匯款-高雄銀行高雄銀行高雄銀行高雄銀行桃園分行桃園分行桃園分行桃園分行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211102607253 戶名戶名戶名戶名：：：：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市不動產市不動產市不動產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2 會員聯誼活動-澎湖三日遊】報名表 

公司名稱：                 ＊    
如需開立收據如需開立收據如需開立收據如需開立收據    

    請請請請加註加註加註加註統編統編統編統編 :       

（
一
）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聯 絡 電 話 （住）         (行動電話)    

保 險 資 料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1.餐    別：□素食  □不拘      
2.住宿方式：□雙人房 （室友：               ） 
            □單人房 
3.遊覽車接送地點: □桃園中茂新天地 09:20□新屋大通佛具 09:00 
                  □自行前往 

（
二
）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聯 絡 電 話 （住）         (行動電話)    

保 險 資 料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1.餐    別：□素食  □不拘      
2.住宿方式：□雙人房  （室友：               ） 
            □單人房 
3.遊覽車接送地點: □桃園中茂新天地 09:20□新屋大通佛具 09:00 
                  □自行前往 

備 註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青螺潮間帶、喜來登三⽇    

行程主題介紹 

1.【青螺外灘潮間帶】生態之旅： 

『抱墩抓魚』『潮間帶尋寶趣』 

2.【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包含東吉嶼、

⻄吉嶼、東嶼坪、⻄嶼坪。登島東吉嶼、

巡航⻄吉嶼藍洞及東嶼坪、⻄嶼坪  

3.【七美登島】：介紹七美人塚、參觀巨

獸「石獅」「石龍」、海蝕平台「小台灣」等天然美景七美嶼雙心石滬、 

4.專車環島之旅：途經跨海大橋、澎湖水族館、秘境小池角~池⻄岩瀑、⻄嶼燈塔 

 

【行程介紹】第 1 天   

松山機場集合→馬公航空站(當地導遊接機囉)→午餐→澎湖水族館→奎壁山摩⻄分海→設施青螺外灘潮間

帶尋寶/抱礅抓魚→晚餐時光→喜來登飯店 

松山機場集合，搭機抵達⾺公機場後，由親切的接機人員迎接您搭乘接駁車展開菊島之旅的行程囉！ 

【澎湖水族館】走進這座⿇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水族館，你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好與收穫！⼀樓有濱海生態、礁岩

池、大洋池生態，以及⻑達 14 公尺的拱型海底隧道。二樓的特展區、與水⺟區展⽰了更多豐富的知識與海洋的美

麗迷人之處。 

【奎壁山摩⻄分海】大海開始緩緩地往左右兩邊移動，中間竟出現了 S 形的礫石踏浪步道通往對面的小島，彷彿是

《聖經舊約》裡，猶太先知摩⻄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時，將紅海⼀分為二的情景。(配合潮汐時間) 

青螺外灘潮間帶 

『抱墩抓魚』－澎湖特有、獨⼀無二的捕魚法，在潮間帶將石頭堆疊成塔，利用天然潮汐漲退潮及魚兒的習性來作

陷阱捕抓，取材天然又不會破壞過度捕撈生態環境，來澎湖如果不試試的話，太可惜了。 

『潮間帶尋寶趣』－豐富的潮間帶生態環境是澎湖的⼀大特色，跟著專業人員拿著工具在海邊體驗能否找尋到潮間

帶生物，如沙蟹、海瓜子及各種貝類等。 



 

膳食：自理   午餐-澎湖餐廳(5000/桌)   晚餐-喜來登飯店 合菜晚宴 
住宿：五星級馬公福朋喜來登飯店 
 
【行程介紹】第 2 天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七美嶼⼀⽇遊、免稅店 
坐落在澎湖南部海域的小島有如散落的珍珠，其中有⼀顆耀眼的透天海蝕洞「藍洞」。這裡早已是⼀座無
人島，保留下來的天然景觀在大自然⼒量的沖刷下，穿透出⼀座半開放的海蝕洞。當陽光照射下來時，從
洞口到洞內中心，就成了被周圍深色⽞武岩石柱所包圍的藍色明珠。海水的顏色像精靈般沿⽞武岩不斷向
上蔓延，為石柱染上深深淺淺的藍色，澎湖藍洞鬼斧神工般的奇景只有親眼見證才能感受其震撼。 
東吉嶼登島、⻄吉嶼藍洞巡航 - 東嶼坪巡航 - ⻄嶼坪巡航~(巡航參觀請恕無法停靠) 

七美

環
島旅遊景點：介紹七美人塚、參觀大獅龍埕風景區、小台灣風景區、雙心石滬攝影留念 
・07:30 集合報到  ・08:00 南海遊客中心出發 
・09:00 東吉登島(停留 70~80 分鐘) 
・10:30 東吉嶼 - 藍洞巡航 - 東嶼坪巡航 - ⻄嶼坪巡航~(巡航參觀請恕無法停靠) 
・11:30 七美登島(約 3 小時/安排享用午餐)：七美人塚 - 望夫石（不下車）- 石獅龍埕 - 雙心石滬 
・請依船上約定的上船時間提前 10 分鐘至碼頭候船 
・16:30 前回到南海遊客中心 
註：以上登島順序僅供參考，實際需依當天出航時間及潮汐海象而調整。 



 

七美登島參考行程： 
【雙心石滬】石滬是先⺠智慧的展現，利⽤玄武岩和珊瑚礁所砌築的捕魚陷阱。⽽七美的'雙心石滬因造型浪漫，吸

引眾多的情侶前來，儼然成為澎湖觀光的代表景點。 

【小台灣】經年累月海浪拍蝕的結果，成為形狀酷似小台灣的海蝕平台，因此稱作七美小台灣，還有狀似龜山島的

岩石在同樣的位置，在海水退潮時形狀更為明顯。 

【大獅風景區】海岸線連綿的柱狀⽞武岩海崖奇觀，聯結著向東延伸入海的小海岬，其形如⼀隻蹲伏於海崖的石獅，

在蒼勁海水、天際灰濛間眺望著無垠大海，大獅之名由此而來。 

【龍埕】為⼀段⻑達 600 公尺內曲、南向之凝灰岩與⽞武岩互層的地形地質，整體看來宛若⼀條翻騰在藍天碧海中

的蟠龍，因此得名「龍埕」。 

膳食：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離島餐廳(500/人)  晚餐-喜來登飯店 自助式晚餐 

住宿：五星級馬公福朋喜來登飯店 

【行程介紹】第 3 天  

飯店→享受休閒設施/或馬公市區觀光→專車環島：途經跨海大橋、秘境小池角/池⻄岩瀑、⻄嶼燈塔、二

崁古厝→馬公機場→松山機場 



 

早餐後~把握時間享受飯店各項休閒設施 

若不想停留於飯店使用飯店休閒設施者，可隨

導遊的腳步前往馬公市區觀光：著名的【張雨

生紀念館】【外婆澎湖灣】【篤行十村】【中央老

街】、【天后宮】有都在導覽行程當中，請您千

萬別錯過！ 

專車前往本島旅遊→ 

【途經跨海大橋】：著名地標，漫步橋上，所有壯闊

海景⼀覽無遺。 

【池⻄岩瀑】玄武岩石柱彎曲的節理構造，如同萬⾺

奔騰的水流，投向那大海。 

【⻄嶼燈塔】⻄元 1875 年，由海關另建新式燈塔，

塔身為圓形鐵造，並配備 3 尊鑄鐵霧砲，漁翁島燈塔

與觀景樓全部漆成白色，在蔚藍的大海與綠色草原

間，既醒目又耀眼。 

【二崁古厝】欣賞名列國家三級古蹟的二崁聚落群，保留久遠歷史的原始風貌，值得⼀⼀探索 

專車前往機場~結束精彩的三天澎湖行程之旅~ 

 

膳食：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環島餐廳(500/人) 

住宿：溫暖的家 

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國際集團（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 Inc.）旗下之喜

來登酒店之經營管理，為澎湖地區唯⼀國際連鎖酒店。品嚐餐廳美味的食物以及沉浸酒吧悠閒的氛圍，閒暇時光就

應如此多彩多姿。酒店提供免費上網服務、寬敞時尚的健身中心、烤箱、SPA、三溫暖和無邊際游泳池都是您放鬆

身心的最佳去處。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提供您美好假期⼀切應有的極致享受。 

 

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國際集團（Starwood Hotels & Resorts Worldwide, Inc.）旗

下之喜來登酒店之經營管理，為澎湖地區唯⼀國際連鎖酒店。品嚐餐廳美味的食物以及沉浸酒吧悠閒的氛

圍，閒暇時光就應如此多彩多姿。酒店提供免費上網服務、寬敞時尚的健身中心、烤箱、SPA、三溫暖和

無邊際游泳池都是您放鬆身心的最佳去處。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提供您美好假期⼀切應有的極致享受。 

 

 

    

    

    



澎湖澎湖澎湖澎湖在地在地在地在地美食美食美食美食及及及及小吃推薦小吃推薦小吃推薦小吃推薦    ((((旅遊通旅遊通旅遊通旅遊通精選精選精選精選))))    
澎湖市區小吃美食    
玉冠嫩仙草 原味嫩仙草冰(就是要吃冰)  08:00~24:00  下午 18:00 前可以外送 

澎湖縣⾺公市⺠福路 32 號  電話:(06)926-0356 

七里香鹹酥雞 鹹酥雞、豆干、米腸、米血糕、雞屁股、三角骨  16:00~24:00 

市區陽明店：⾺公市陽明路 52 號 電話：06-9268613 (電話預約，避免久候) 

本店：⻄文祖師廟廣場（⾺公出發騎車走新生路往南環方向約 5 分鐘可抵達） 

電話：0922-116-680、0935-518-956 (較遠，當地人評鑑比分店更好吃) 

福台排骨麵 排骨麵、排骨餛飩麵、排骨湯。澎湖縣⾺公市⺠族路欸 40 號 15:00~23:00    

馬路益燒肉飯 燒肉飯、炸雞腿飯、蚵煎。11:00–22:00 ⾺公市中正路 7 巷 5 號 

赤崁炸粿 歷史很悠久，狗蝦炸粿 14:20–19:30 

香熱滷菜 滷味加辣。 ⾺公市光復路五巷六號  18:00~凌晨賣完為止 

阿華滷味 只推薦滷味加辣椒醬。⾺公市仁愛路 65 號  11:00~24:00 

三哥香雞排 酒釀雞排、招牌肉串。 16:00~22:00 賣完為止   

⾺公市三多路 75 之 2 號 預約 06-9275669，0985787017 

⾺公市⺠權路 80-1 號 預約 06-9269693 

劉正港檸檬汁 檸檬汁、仙人掌汁  ⾺公市中正路 59 號 

清蒸肉圓店 (沒店名，就寫肉圓兩個字)  15:00~19:00 賣完為止  ⾺公市仁愛路 73-1 號(盛興餅鋪對面)  

郵局口蔥油餅 加蛋、加小黃瓜(很難排，排很久…)  ⾺公市惠⺠⼀路 36 號  14:00 到賣完為止 

蔬脆蛋餅 預約 0916-830-743、0919-160-227  ⾺公市光明路 45 號 13:30 到賣完為止 

關帝廟香腸攤 香腸黑輪  ⾺公市陽明路 30 號(武聖廟前)  06:30~17:00 

阿豹香腸攤 蔣經國吃過的香腸米腸關東煮  ⾺公市⺠族路 30 號 電話 0935-017985  11:00 到賣完為止 

四眼井藥膳蛋 ⾺公市區觀光，四眼井旁。 
 
澎湖市區早餐 
二信飯糰 ⾺公市⺠生路 10 號，二信飯店外的路邊攤   早上 06:30 開始 

北新橋牛雜湯 牛雜湯、餡餅、菜包。早上 06:00 開始(⼀早就去，有位⼦就坐，拿菜單就點好去付錢) 

⾺公市文康街 34 號   

鐘記燒餅 口味眾多，現場挑選  ⾺公市文康街 37-1 號  早上 06:00 賣電話預約、07:00 賣現場散客 

益豐豆漿店 現炸油條  ⾺公市文康街 48 號  早上 05:30 

香亭土魠魚羹 ⾺公市文康街 37-8 號  早上 07:00 
 
澎湖其他地區小吃或美食 
吉貝新鮮海膽、鐘螺 吉貝水上活動區域及吉貝小街上均有售。每年約 6/1 以後開放撈捕海膽。 

易家仙人掌冰 在跨海大橋照像處過⾺路，步行 1 分鐘，可見紫色房屋處即是，口味純正。 

二崁生魚片 ⻄嶼鄉二崁村 41 號(二崁古厝園區內 400 冬珍藏館) 

推薦綜合生魚片拼盤，各式新鮮生魚片，不同的食材搭配，秘藏沾醬。  

二崁杏仁茶 原汁原味。⻄嶼鄉二崁村 20 號(二崁古厝園區內常⺠生活館) 

澎湖嘉寶瓜、楊梅 水果攤均有售，當地特殊水果，嘉寶像縮小版的⻄瓜。楊梅像不甜的哈密瓜 

海洋牧場海鱺活魚 單價⾼。⼀魚兩吃：生魚片+鮮魚湯，務必⼀大群人享⽤，不然吃不完。 

澎湖小吃眾多，各有所⻑、各有喜好~以上推薦供參考，請依個人口味及食量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