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2022澎湖自由行３日≈3-4月雅霖飯店(華信/立榮。2人成行)
 團號：TWN032204B7Y

 出發日期：

2022/02/04

 旅遊天數： 3天2夜
 報名截止： 2022/01/20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嬰兒

NT$10,080

NT$9,080

NT$8,080

NT$500

 每人訂金： NT$4,000



行程說明

雅霖飯店
豐國企業連鎖飯店

雅霖大飯店是各界囑目的澎湖新地標，也是針對到澎旅客實際需求所設計的飯店，不僅設備新，視野好，創意也十足，

雅霖大飯店是各界囑目的澎湖新地標，也是針對到澎旅客實際需求所設計的飯店，不僅設備新，視野好，創意也十足，
讓住客充滿驚喜。
位於第三漁港馬公市未來商業中心的雅霖大飯店，緊臨南海遊客中心，是澎湖在地經營旅館業超過30年的豐國企業集
團，繼豐國大飯店、豐谷大飯店、豐家大飯店之後所新建完工之第四家大飯店，將以平價的五星級大飯店規格，全新樣
貌打入市場，提供蒞臨澎旅客優質的住宿。

豐國企業連鎖飯店
豐國集團創始於1970年，是澎湖縣在地經營近40年的老字號企業，由陳瑞霖先生獨資一手創辦，以誠懇、腳踏實地的信
念，立下了好口碑，伴隨著澎湖經濟轉型，以及陳瑞霖先生的戮力經營下，先後開設的冷凍製冰廠和旅館業務蓬勃發
展，目前旗下共有豐德冷凍廠、時雨有限公司、豐國大飯店、豐谷大飯店、豐家大飯店、以及雅霖大飯店等六家公司，
是澎湖飯店業自有品牌的標竿之一。
官方網站

澎湖。秋冬Fun心遊 ~ 3天2夜自由行 **免費贈送使用機車48小時 (2人一台)**

出發日

雅緻軒霖
(入住４人)

雅緻軒霖
(入住3人)

碧海巧霖
(入住2人)

秋冬季無平假日

6280 元/人

6780 元/人

7080 元/人

**天天出發(報價適用即日起至2022/3/31出發有效)，以上報價為每人價格，需至少2人成行。
**此報價改由布袋搭乘客輪(嘉義布袋-馬公航線)可扣 2500/人。(即日起因季風因素停駛至隔年三月底、不可指定船班號)
**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期間不適用本專案，必須另行報價。

2022 澎湖。熱情仲夏花火盛宴3天2夜自由行 **早鳥預購好禮四選一**

出發日

雅緻軒霖
(入住４人)

雅緻軒霖
(入住3人)

碧海巧霖
(入住2人)

一、二、三、日

7080 元/人

7580 元/人

8280 元/人

四、五、六

7380 元/人

7880 元/人

8880 元/人

**天天出發(報價適用2022/4/1~2022/8/31 出發有效)，以上報價為每人價格，需至少2人成行。
**此報價改由布袋搭乘客輪(嘉義布袋-馬公航線)可扣 2500/人。(聯營船班、不可指定船班號)
***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期間不適用本專案***(2022/4/1-4/5 、2022/6/2-6/5出發)，必須另行報價。
**2022年花火節活動出爐摟 ~ 4/25~6/30 每周一、四於觀音亭施放煙火**
購買此區間自由行產品可挑選以下形成四選一
1.機車使用48小時(2人一台) / 2.海洋牧場半日遊 / 3.隘門海灘水上活動 / 4.內海夜釣小管

2022 澎湖。秋冬遊3天2夜自由行 **免費贈送使用機車48小時 (2人一台)**

出發日

雅緻軒霖
(入住４人)

雅緻軒霖
(入住3人)

碧海巧霖
(入住2人)

秋冬季無平假日

6280 元/人

6780 元/人

7080 元/人

**天天出發(報價適用2022/9/1~2022/12/31出發有效)，以上報價為每人價格，需至少2人成行。
**此報價改由布袋搭乘客輪(嘉義布袋-馬公航線)可扣 2500/人。(即日起因季風因素停駛至隔年三月底、不可指定船班號)
**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期間不適用本專案，必須另行報價。
(2022/9/8-9/11、2022/10/7-10/10、2022/12/30-2023/01/01 出發需另外報價)

2022 澎湖。仲夏樂遊3天2夜自由行

出發日

四人房
(入住4人)

三人房
(入住3人)

兩人房
(入住2人)

周一~三

7380 元/人

7680 元/人

8180 元/人

周四、日

7580 元/人

7880 元/人

8380 元/人

周五、六

7680 元/人

8080 元/人

8680 元/人

**天天出發(報價適用2022/7/1~2022/9/30 出發有效)，以上報價為每人價格，需至少2人成行。
**此報價改由布袋搭乘客輪(嘉義布袋-馬公航線)可扣 2500/人。(聯營船班、不可指定船班號)
***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期間不適用本專案***(2022/9/8-2022/9/10出發)，必須另行報價。

 每日行程

第1天

松山機場→澎湖馬公機場→雅霖飯店

－－：－－請自行前往出發地機場航空公司櫃台辦理登機手續
（注意：請在飛機起飛前６０分鐘，至航空公司機場櫃檯辦理劃位手續）
▲再次提醒：出發前請檢查您的身份證帶了沒？
若是已滿14歲的大小孩還沒有身份證的話，請務必記得向戶政事務所辦理身份證喔！
(14歲以下可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健保卡(要有照片)代替即可)
－－：－－歡樂出發，搭乘飛機前往澎湖
－－：－－抵達澎湖馬公機場，請提領行李出關後，自行前往酒店辦理入住手續
－－：－－自由活動
（航空公司保有變動航班時間之權利，敬請配合！）



第2天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雅霖飯店或同級

－－：－－澎湖逍遙遊～自行自費前往澎湖當地著名景點

晨喚梳洗，用完早餐～開始一日行程囉！
－－：－－澎湖逍遙遊～自行自費前往澎湖當地著名景點



早餐： 中式早餐/依飯店設定為主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雅霖飯店或同級

第3天

全日自由活動→澎湖馬公機場→返回出發地機場

－－：－－飯店櫃台辦理退房手續（退房時間請依住宿規定為準）
澎湖逍遙遊～
－－：－－自行前往澎湖馬公機場辦理登機手續
－－：－－抵達出發地機場，結束悠閒的澎湖菊島之旅
（航空公司保有變動航班時間之權利，敬請配合！）





早餐： 中式早餐/依飯店設定為主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特別說明
※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4000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為您進行機位的預訂及飯店預訂。
※本預約作業金非訂金性質，非擔保契約履行，僅為旅遊元件預約調度及人事作業成本費用不負擔保確定成行之責，如本商品已
額滿或訂位未成功（訂位未成功包括：指定航班已額滿、旅客指定之飯店已額滿，旅客指定入住飯店之房型已額等均屬之），導
致行程無法成行，則旅客所繳付之預約作業金將全額無息退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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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客如已繳付預約作業金，並經本公司客服人員回覆車位及飯店均已訂妥無誤後，經客服人員通知已確認取得您所需的航班及
飯店後，將由業務人員與您進行國內個別定型化契約書之簽署，旅客已繳交之作業金將自動轉為團費之一部並扣抵尾款。旅客不
得主張變更或取消本行程，如旅客任意取消或變更本行程者，旅客已繳納之預約作業金恕無法退還或要求本公司為其他之補償。
※預約作業金繳交期限：線上預約後24小時內繳交，尾款以客服人員回覆訂位成功確認為準。
※預約作業金非屬訂金履約之性質，旅客繳交預約作業金後仍需依本公司實際訂房及訂位作業回覆之結果為準，恕無法擔保可預
約到您所指定搭乘航班或住宿飯店。

◆費用包含
※台北/馬公來回機票
※馬公住宿住二晚。
※新台幣500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20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費用不含
※行程加購、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行李超重費。

◆出團備註
※本行程基本成團人數2人出發（不含小孩、老人、嬰兒）抵達當地接送和自選活動等將合併聯合出團，說明會資料將於出團前二
日提供。
※若遇天候因素而無法正常進行活動時，為顧及旅客之安全，本公司將依實際狀況變更其他行程代替(如踏浪或南環之行程)，不便
之處，敬請見諒。
※超值贈送之水上活動之設施將依現場所提供之設施為主，所贈送之行程若不參加恕不退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參考航班時間如下，需依實際航空公司配位為主;【早航班為：早去06:00～11:30 午航班為：11:31～17:00、晚航班17:01～
21:30】
※南海巡航行程需搭乘快艇遊覽，請依個人身體狀況自備個人隨身藥品：如暈船藥...等。
※雙人房以一大床為主，若需改二小床則加收每人300元。
※搭乘班機時請參考各航空公司相關搭乘規定及公告禁帶之物品相關規定，國內航空皆無提供餐食服務。
※假日定義為每週五、六及國定假日前夕出發為假日價。

※搭乘班機時請參考各航空公司相關搭乘規定及公告禁帶之物品相關規定，國內航空皆無提供餐食服務。
※假日定義為每週五、六及國定假日前夕出發為假日價。
※旺日定義為連續假期出發。
※若有優惠活動不得同步使用，僅能選擇其一。
※本行程所使用之機位皆為`團體機位`，故位子之劃位安排皆依航空公司姓氏劃位為主，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若持有殘障手冊者，報價同老人價，請於出發當日攜帶相關證件，以便查驗，若無攜帶相關證件者將於現場補差額。
※老人優惠售價：僅限持本國之身份證件之年滿65歲(含)以上之老人，方可開立，外籍人士不適用。
※若航班搭配到午班機出發時，第一天的午餐將改為第三天晚餐使用，請先自理午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出發的旅客，當地行程及內容與台北相同，敬請先提供參團者名單，待機位/飯店確認後方可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
※十二歲以下為小孩；二歲以下嬰兒每人500元，不提供床位、餐食，僅收保險手續費。
※澎湖地區因屬離島，交通受限，又因春夏季為觀光旺季，車船數量無法和觀光人口成正比，故碰到等車、等船、等吃飯的情形
在此請各位旅客見諒，謝謝！
※離島遊覽車不像台灣本島新穎，而當地運用方式採接駁形式(不固定一台)，旅遊旺季可能每天搭乘不同車，導遊也有同樣情形。
當地接待會將行程安排圓滿，但萬一有等待情況，敬請保持旅遊的好心情喔。
※遇旺季期間航班會有前後調度請出發前3-5日會確認航班。
※配合依班機時間不同及各展館休館日期，行程或餐食次序若有變動，以當地接待為主。
※本行程報價期間，若行程內容價格調整，恕不另行通知。報名參加時敬請再次洽詢本公司業務專員。
※出團前若遇天候因素，航班仍正常起降時，旅客認為有生命安全之虞者，旅客可解除契約，但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五補償本公
司；如本公司有實際損失之費用時(如已開立機票..等)，仍需由旅客賠償。

搭乘國內班機注意事項
一、乘客搭機時應攜帶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接受檢查核對。
二、未滿十四歲之兒童，未持有政府機關核發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者，得以戶口名簿正本或健保卡（兒童手冊）等能證明身
分之文件代替之。
三、航空公司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六十分鐘開始受理乘客報到作業，乘客應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三十分鐘辦妥報到手續。乘
客未於前項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者，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訂位。
四、乘客隨身攜帶行李以不超過一件為原則，合計不超過七公斤，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56X36X23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改以
託運方式運送。經濟艙乘客之免費託運行李額度為十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十公斤），商務艙乘客之免費託
運行李額度為二十公斤（除享有票價免費優待者外，不得少於二十公斤），超過時航空公司得另外收費。
五、手提行李可隨身攜帶一只打火機勿放於托運行李中。
六、攜帶鋰電池搭機搭機之旅客，若攜帶鋰電池搭機，必須符合以下之條件：
(1).備用鋰電池必須個別保護避免短路。且不可放置於託運行李中。
(2).無須經航空公司同意之項目：個人使用之可攜式電子裝置(手錶、手機、照相機等)。
(3).必須經航空公司同意之項目：備用鋰電池超過100瓦特-小時但不超過160瓦特小時，每人最多可於"手提行李"中攜帶兩個備用
電池。
(4).下列物品內所含的鋰電池，必須符合聯合國「測試和標準手冊」第三部分，38.3節之每項測試要求，並經航空公司同意。
- 裝有鋰電池之輪椅或其他電動行動輔助裝置；
- 具有保全裝置之設備；
- 可攜式電子醫療裝備。
七、下列物品禁止手提攜帶或託運上機：（詳情請洽各航空公司）
(1). 壓縮氣體（無論是否低溫、易燃或有毒）：如罐裝瓦斯、純氧、液態氮、潛水用氧氣瓶。
(2). 腐蝕性物質：如強酸、強鹼、水銀、濕電池等。
(3). 爆炸性物質：各類槍械彈藥、煙火、爆竹、照明彈等。
(4). 易燃性物質：如汽柴油等燃料油、火柴、油漆、稀釋劑、點火器等。
(5). 放射性物質。
(6). 以安全目的設計的手提箱（內含鋰電池或煙火材料等危險物品）、錢箱等。
(7). 氧化物質：如漂白劑（水、粉）、雙氧水等。
(8). 毒性及傳染性物質：如殺蟲劑、除草劑、活性濾過性病毒等。
(9). 其他危險物品：如磁化物（如磁鐵）及刺激性物品（如防身噴霧器）等及其他經民航主管機關公告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
八、 下列物品如有攜帶必要，應以託運方式處理。
(1). 刀劍棍棒類。
(2). 髮膠、定型液、醫療用含酒精之液態瓶裝物、防蚊液、酒類、非刺激性噴霧器及其他不影響飛航安全之物品。但經安檢人員同
意者，得置於隨身行李隨身攜帶（詳情請洽各航空公司）。
九、所屬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並由攜帶人自動請求查驗，經核符後將所攜帶武器交由航空公司服務人員處理。
十、乘客在客艙內，禁止使用任何干擾飛航安全之通訊器材及電子用品（如：行動電話、個人無線電收發報機、各類遙控器、CD
唱盤、調頻收音機等），並應遵守相關安全規定及與機上服務人員合作。（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九、所屬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並由攜帶人自動請求查驗，經核符後將所攜帶武器交由航空公司服務人員處理。
十、乘客在客艙內，禁止使用任何干擾飛航安全之通訊器材及電子用品（如：行動電話、個人無線電收發報機、各類遙控器、CD
唱盤、調頻收音機等），並應遵守相關安全規定及與機上服務人員合作。（詳情請洽航空公司）
十一、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23/01/10
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13124139 https://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2112號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1281號
聯絡電話：(02) 25022999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103號11樓
服務信箱：service@pktrave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