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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小費
澎湖+台南4天自遊行
機位酒店即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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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嚐布袋漁港鮮海產
戀戀美麗海島澎湖

香港至台南經濟客艙來回位機票
1 晚布袋漁港住宿連早餐
2 晚澎湖民宿住宿連早餐
台南機場至布袋酒店單程接送*專車*
布袋港口至台南機場單程接送*專車*
包台南一天專車全天景點遊*八小時專車*
包布袋漁港豐味海鮮晚餐*6:30*
包嘉義布袋至澎湖馬公港口來回船票
包澎湖民宿港口來回接送*民宿車*
專業旅遊顧問提供行程安排建議
0.15% 旅遊業協會賠償基金
所有格價均以現金為準
套票價格不包括任何稅項

包布袋漁港豐味海鮮晚餐 *6:30/步行至餐廳5分鐘*

包澎湖馬公來回船票
嘉義布袋-彭湖馬公 ＊船程約60分鐘＊
0800/1000/1430
彭湖馬公-嘉義布袋
0830/1630
機票附加費用 (每位)

+600

布袋漁港

布袋文創 一晚

酒店附加費用 (每位每晚)

+1200

仙湖農場

9-15Feb

+1500

立多/富驛
和逸/U.I.J

五,六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3人同行

遇見民宿 – 那年夏天四人房 / 布袋 - 三人房

$4099

www.budai-hotel.com.tw

CI 7854 1340-1515
CI 7863 1645-1820

23-26Dec

2人同行

兩晚

出發時間:
回程時間:

五,六,日
30Sep-3Oct, 8-10Oct, 21-29Dec, 16-20,26-28Feb
30Dec-1Jan, 9-15Feb

遇見民宿 - 西夏 / 布袋 - 雙人房

遇見民宿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台南度小月 *午餐自費* →高跟鞋教堂 →
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

+400

www.meetu.com.tw/room.html

自遊團

嘉義 台南 布袋漁港 澎湖

第一天景點行程 *專車*

10Jul-22Aug, 27Dec-1Jan, 6-8Feb

澎湖

拼車

機場-布袋酒店 ＊車程約60分鐘＊

+200

每位

全天

包機場-布袋/港口來回專車接送

23-28Aug

30Sep-2Oct, 22-25Oct, 16-19Feb

1日

出發日期: NOW – 30 MAR 21

每位

+200
+200
+300
+100
+100
+150
+250

4人同行

遇見民宿 – 那年夏天四人房 / 布袋 - 四人

$3799

每位

$3499

地中海風情的希臘民宿, 十字型風車, 大圓頂六角型教堂, 民宿的名字喚為「遇見」. 套房空間採用開
放式設計. 重點打造的加大浴池, 每房都擁有不同的巧思和元素於其中

一典型漁村聚落, 擁有最豐富的新鮮海產, 另外較出名的就是蚵仔. 酒店鄰近布袋觀光魚市場, 高跟鞋
教堂,七股鹽山, 好美里彩繪村…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 ◆ 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 ◆ 圖片僅供參考 ◆ 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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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您最貼心的 模範路線規劃建議

包全天遊 隨國語司機
包布袋漁港 豐味海鮮晚餐

香港
台南 (乘專車) → 台南筑馨居*午餐自費* →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
台南機場-布袋漁港 展開愉快旅程
【1400 台南度小月 】有將近120年歷史的「度小月擔仔麵」，
是來到台南絕不能錯過的傳統麵食。直至今日，每間度小月的入口處，
*行程次序有可能因應實際情況而變動, 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仍延續當年阿祖的營生方式，以矮凳小攤紅燈籠煮著一碗碗香氣迷人的擔仔麵。
任何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1600 北門井仔腳瓦盤鹽田】現存最古老的瓦盤鹽田, 清一色為瓦盤鹽田，呈現出馬賽克拼貼般的美麗藝術
【1700 高跟鞋教堂】是一座高達17公尺的玻璃教堂, 在2016年2月正式開放. 寬度約11公尺，由1269根鋼架、320餘片玻璃組合而成的藍色玻璃鞋教
堂或晚上可自行步行去.
【1830 布袋文創】Check In 後, 安排到鄰近餐廳, 品嚐豐味海鮮晚餐 .

包澎湖馬公 來回船票

布袋文創 → 澎湖
【出發彭湖】布袋-澎湖馬公 班次: 0800/1000/1430 澎湖馬公-布袋 0830/1300/1630
【天后宮】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廟宇
【奎壁山遊憩區】海水退潮的時候會露出一條長長的沙灘將兩地相接，是典型的陸連島地形
【風櫃洞】因為波浪侵蝕造成狹長的海蝕溝，海蝕溝的底端又被侵蝕成海蝕洞，再由海蝕洞順著節理縫隙形成一個通到地面的小孔，每遇南風漲潮時長
浪順著海蝕溝灌入，海蝕洞內空氣受擠壓，海水由縫隙噴出，發出呼嘯聲，猶如鼓風爐的聲音一般
【漁翁島燈塔 】燈塔位於澎湖最西邊，是看夕陽最棒的地方

七美、望安一天遊
【七美雙心石滬】因其兩個滬房設計上狀似兩個心型而聞名，2006年，澎湖縣政府正式將其登錄為文化景觀
【望安】綠蠵龜館、天台山風景區、仙人呂洞賓仙腳印、電影桂花巷拍攝現場、中社古厝保護區
林百貨

花園夜市

奇美博物館

窄門咖啡

阿美飯店

澎湖→嘉義布袋碼頭→台南機場
香港
建議行程可以延長停留台南/高雄, 市區自由行，盡情購物逛街，品嚐在地美食
◆ 全程最少兩位成人同行必須共同辦理登機手續及同一航班往返 ◆ 機位及酒店房間之訂位情況需按報名當天為準,價格會因不同機位,出發日期,同行人數及酒店房間種類等而有所差別 ◆ 圖片僅供參考 ◆ 價錢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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