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出發日期 107.05.25 ~ 27 五六日出發 

機票 / 行程 立榮 華信 遠東 布袋船 

台北-馬公來回 / 成人 4200 4120 3300 X 
台中-馬公來回 / 成人 3300 3090 2790 X 
嘉義-馬公來回 / 成人 3260 X X 1600 
台南-馬公來回 / 成人 3200 X X X 
高雄-馬公來回 / 成人 3510 3520 2870 X 

機票注意事項： 
1. 旺季日期無法選擇那家航空，以機票需求行程、時段為主。 
2. 登記時請提供姓名、身分證號、生日、聯絡電話，請確認名單是否正確，開票號若有誤則

無法變更須重新開票。 
3. 團體票使用規則：團體票需團進團出，無法更改行班時間、日期，機位取消須扣手續費 20%。 
4. 行班時間需求到會與各位聯絡並提醒各位開票日期及規則。 

馬公飯店 / 一晚 四人房二大床 二人房一大床 二人房二小床 
雅霖大飯店 4800 3500 3700 
海洋渡假村 4000 2800 3400 
青年活動中心 2500 2000 X 
快樂渡假村 4100 2600 2900 
嘉華大飯店 3100 2000 2200 
豐谷大飯店 2700 1900 2100 
豐國大飯店 2700 1900 2100 
大茉莉民宿 3000 2100 X 

愛丁堡系列民宿 3600 2400 X 
訂房注意事項： 

1. 旺季飯店以需求到為主 飯店房型敬請配合  

2. 以上報價含早餐，依住房房型人數提供早餐數量。 

3. 若另有需求指定飯店或民宿可另洽詢… 

4. 飯店六歲以下不佔床請先告知，7 歲(含)以上為佔。 
5. 旅客於確認住房後因故通知取消行程,依觀光局規定 旅客需負擔取消費用 

6. 假日訂房於45-30日前 以電話或書面取消 定金可延期3個月內使用 

7. 假日訂房於30-15日前 以電話或書面取消 酌收百分之10費用 

8. 假日訂房於14-8日前  以電話或書面取消 酌收百分之30費用 

9. 假日訂房於7-1日前   以電話或書面取消 酌收百分之50費用 

10. 假日訂房於當天      以電話或書面取消 酌收百分之100費用 

 

 



 

第十七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聯絡姓名： 訂單編號：不用填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E-mail： 

航班日期 行 程 需求時段 備註 
  ○ 08:00~14:00 ○ 14:00~19:00  

  ○ 08:00~14:00 ○ 14:00~19:00  

姓名 身份證號 生日 備註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入住飯店 房型 間數 
     

     

1. 以上表格若需求多行程可自行增減行列。 

2. 填寫完請回傳：cgmini0526@gmail.com 

3. 若有其他飯店交通需求可加入 LINE ID 洽詢：c19770526 或來電 069277019 聯絡人：岑岑 

4. 凡訂購機票與住宿者本公司將提供機場來回接駁車。 

 

 

 

 

 

 

 

 

 

 

 

 

 

 

 

和樂旅行社  06-9277019  聯絡人：岑岑 

 

mailto:cgmini0526@gmail.com


 

第十七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 未繳交大會註冊費要參加行程請填入下列表格。 

聯絡姓名：  訂單編號：不用填 

學校名稱： 聯絡電話： 

E-mail： 以下行程有含市區接送及旅遊保險。 

行程 參加日期 人數 小計費用 備註 

A1.北環島     

A2.海洋牧場     

A3.吉貝島      

A4.員貝生態一日遊     

A5.東海一日遊     

A6.風帆三合一     

A7.獨木舟跨島     

A8.海底漫步     

保險名冊 / 姓名 身份證號 生日 備註 
    

    

    

    

 

A1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環島之旅～通樑古榕樹～跨海大橋～二崁聚落～大果葉～赤崁漁鄉 

行程時間： 5 小時 / 行程費用：400(人) / 6 人出團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多媒體簡介 為您深入淺出介紹澎湖的風俗民情 漁業演進 辟邪物…。 
【澎坊免稅商店】免徵關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致物品都顯較一般市面便宜。 
搭專車環島攬勝～【通樑古榕樹】，樹齡將近四百年，日治初期還被列為台灣十大奇木之一；～緊鄰榕

樹旁的【澎湖跨海大橋】，澎湖的主要地標，白沙和西嶼這兩大島嶼間的交通樞紐～【二崁聚落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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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祖先致富的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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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粿…～【大菓葉柱狀玄武岩】澎湖本島最美的大菓葉柱

狀玄武岩，途經五孔頂步道、牛心灣海岸線。 

【赤崁漁鄉】丁香魚加工廠參觀，免費品嚐當地人所研發的特色漁產。【中

屯風車】環保風力發電 儼然成澎湖另個地標澎湖夜晚很 Free，可漫步

於街道，同時感受海濱城市夜景 

 

A2 海洋牧場 : 魟魚共舞、餵釣海鱺、戲溜花枝、碳烤牡蠣、海鮮粥 

行程時間： 2 小時 / 行程費用：400(人) / 含菜園碼頭來回接送 



【海洋牧場】菜園為澎湖最大養殖區，每年牡蠣產值上千噸，為澎湖帶來

很大的收益，海面上呈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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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力道，讓

花枝與您鬥智一場，讓口愛魟魚跟您撒嬌討魚，回到平台上備有炭火可以

鮮烤牡蠣，還有澎湖麵線或海鮮粥可以嚐鮮，大伙一起渡過歡樂的時光 

 

A3 吉貝島沙灘戲水～拾貝～踏浪～築沙堡～水上活動無限次數任您暢玩 

行程時間： 4~5 小時(水上活動) / 行程費用：800(人) /  

含吉貝島機車二人一台+赤崁碼頭來回接送(機車卡單加收 100 元) 
【吉貝島】：北海最大的島，面積三平方公里，東邊是玄武岩高地，西邊則

是大片金黃色沙灘，海上活動者慕名勝地，南灣的沙尾海灣最名聞遐邇，

金黃色沙灘迤邐數千公尺，是澎湖難得一見沙嘴地形。【水上活動 七合一】

無限次數 一票到底 /浮潛/水上摩托車/香蕉船/鴛鴦飛船/拖曳圈/海上飛梭/
漢堡滑水。  
 

A4 員貝生態一日遊~~體驗獨木舟、浮潛餵魚、巡航、抱礅.踏浪.捉魚、環島導覽   

行程時間： 7~8 小時 / 行程費用：1200(人) / 含岐頭碼頭來回接送+午餐 

出發時間：０７：００～０８：３０ 前一天會告知開船時間 
【體驗獨木舟輕艇】，一項歷史悠久而刺激的水上體育運動。輕艇的前身是

早期人類生存和交通工具，即獨木舟。包括陸上裝配派發，安全講解操槳練

習約 5- 10 分鐘，海上適應一會兒，順風而下至目的地獨木舟乃特為體驗者

量身打造，四平八穩的船身適合闔家大小乘坐遊樂，【浮潛餵魚】【巡航】員

貝後山玄武岩介紹澎澎灘燕鷗保護區【抱礅.踏浪.捉魚】礅是用石塊築成的

石堆 每當漲潮時 總會有魚兒棲息於礅內 漁民於退潮時以網具為住石墩細

心移開所有石塊起網 捕撈入網底中的魚類 此一作業方式即為抱墩 拉起您

的褲腳，一起體驗『踏浪.抱墩』~~澎湖先民利用石斑魚喜歡躲藏在石縫中的特性，於潮間帶設下石堆

陷阱；退潮後，圍網捕捉，樂趣無窮！【本活動須視潮汐安排及配合現場活動人員指導】 
 

A5 東海一日遊～抱墩 捉魚 潮間帶踏浪 生態豐富 水上活動無限暢快  

行程時間： 7~8 小時 / 行程費用：1200(人) / 含岐頭碼頭來回接送+午餐 

出發時間：０７：００～０８：３０ 前一天會告知開船時間 
【東海巡航】員貝-文房四寶，澎湖最年輕的島嶼-澎澎灘拾貝-水上活動，鳥嶼上

島。【浮潛餵魚】親身體驗獨一無二的餵魚秀。【抱墩抓魚】專人教導，提供網具，

晚上加菜，靠大家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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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酷水上活動】展開，無限次數暢玩(鴛鴦

飛艇.拖曳圈.香蕉船.水上摩托車.浮潛) 或是不想玩水的嘉賓，可以帶著釣竿，找

魚去。 
 

A6 風帆三合一－風浪板＋衝浪板滑水＋獨木舟體驗  

行程時間： 4~5 小時 / 行程費用：1400(人) / 含井垵來回接送 

出發時間：０８：３０或 １３：３０報到 
【體驗獨木舟、滑水、風浪板】輕艇，一項歷史悠久而刺激的水上體育運動。輕艇的前身是早期人類

生存和交通工具，即獨木舟。包括陸上裝配派發，安全講解操槳練習約 5- 10 分鐘，海上適應一會兒，

順風而下至目的地獨木舟乃特為體驗者量身打造，四平八穩的船身適合闔家大小乘坐遊樂，不管是祖

孫戲水帶著愉快心情回程可遠眺箱網養殖，觸摸派大星玩海星飛鏢，【風浪板】是一項結合衝浪技巧及



帆船航行原理的水上活動，不但融合衝浪的瀟麗和帆船的優雅，更是一項舒解壓力、怡情養性又健康

的水上活動，【滑水】是一種藉助動力小艇的牽引使人在水面上滑行的水上運動。 
 

A7 獨木舟跨島 

行程時間： 3 小時 / 行程費用：600(人) / 含井垵來回接送 

出發時間：０８：３０或 １３：３０報到 
首先到達井垵後，教練會先在岸上簡單的教導如何正確操槳，下水前也都會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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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適應一會兒，一切準備就緒後
就從井垵海域快樂的出航，由教練領隊順風而下緩緩划向目的地-溫嶼。航行大約三公里之後。左右邊
都有一個石滬，平時佇立海中央，大退潮時，才能從裸露的陸地走過去，跟澎湖有「摩西分海」奇蹟
之稱的陸連島奎壁山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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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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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另一番不同的
樂趣。帶著愉快心情回程 
 

A8 海底漫步 + 浮潛 + 跳水 

行程時間： 3 小時 / 行程費用：1200 (人) / 含井垵來回接送 

出發時間：０８：３０或 １３：３０報到 
《海底漫步》【引進歐美最先進，全國唯一的頭盔式潛水裝備，讓你像怒海潛將中的主角一樣能夠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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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活動有遺珠之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