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團號：18TID02B7I-T

【航空旅遊】暖心【航空旅遊】暖心$3999澎湖喜來登澎湖喜來登(免費升等市景房免費升等市景房)自由行自由行2日日

列印

出發日期： 2018/12/02(日) 列印時間：2018-08-27 16:25


價格說明

特惠 須全額付清

回程當日：【嬰兒】 未滿2歲之幼兒；【小孩】 2-12歲之小朋友；【成人】 滿12歲以上之旅客。
本售價按該行程所有出發日期中最低房價的費用，您最後的價格會依出發日期、出行人數、所選飯店而有所不同。

雙人房
大人

$3,999起 

孩童佔床

$3,999起 

孩童不佔床

$3,999起  

孩童加床

$3,999起 

嬰兒

$200起

三人房
大人

$3,999起 

孩童佔床

$3,999起 

孩童不佔床

$3,999起  

孩童加床

$3,999起 

嬰兒

$200起

四人房
大人

$3,999起 

孩童佔床

$3,999起 

孩童不佔床

$3,999起  

孩童加床

$3,999起 

嬰兒

$200起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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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２歲嬰兒團費※未滿２歲嬰兒團費NT$200元【僅含行政作業及保險費用】。元【僅含行政作業及保險費用】。

※如遇週日至五續住一晚※如遇週日至五續住一晚(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2人入住人入住+$15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3人入住人入住+$14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4人入住人入住+$13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

※如遇週六續住一晚※如遇週六續住一晚(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2人入住人入住+$175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3人入住人入住+$16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4人入住人入住+$15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

※加價升等港景豪華雙床房+$1000/間/晚
※加價升等港景豪華雙人房+$2000/間/晚
※此產品使用立榮航空全航線回饋專案團體※此產品使用立榮航空全航線回饋專案團體(散位散位)機票，每套去回航班僅限機票，每套去回航班僅限2-6人訂購，如超過人訂購，如超過6席欲需求同航班前往則需另外加價席欲需求同航班前往則需另外加價(洽客服洽客服)。。

【交通】立榮【交通】立榮  航空來回經濟艙航空來回經濟艙  專案團體機票專案團體機票(每套去回航班僅限六人以下每套去回航班僅限六人以下)。。
　　　　***此產品可台北此產品可台北/台中台中/嘉義嘉義/台南台南/高雄出發至澎湖，皆同價高雄出發至澎湖，皆同價***
　　　　１．票價僅提供來回行程，不得於出發當日來回使用，去程一經使用則無退票價值

　　　　２．本專案票價限當日當班使用，逾時未搭乘視同廢票，無退票價值

　　　　３．機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

　　　　４．機票效期1-6天；機票一經開立，不得修改
　　　　５．機位劃位方式以各航空公司有最後更動權並以其安排為主，恕無法保證同行者座位連在一起，亦無法提供額外劃位安排。

　　　　※航空區段的定義為：【早航班為※航空區段的定義為：【早航班為07:00～～11:30／午航班為／午航班為11:31～～17:00／晚航班為／晚航班為17:01～～21:00】】
　　　　※此產品為專案產品，恕不得指定航空公司※此產品為專案產品，恕不得指定航空公司

【住宿】澎湖喜來登－【冬暖喜來登專案：免費升等市景豪華雙床客房】【冬暖喜來登專案：免費升等市景豪華雙床客房】*1晚，可續住晚，可續住

　　　　※如遇週日至五續住一晚※如遇週日至五續住一晚(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2人入住人入住+$15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3人入住人入住+$14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4人入住人入住+$13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

　　　　※如遇週六續住一晚※如遇週六續住一晚(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免費升等市景雙床房)：：2人入住人入住+$175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3人入住人入住+$16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4人入住人入住+$1500/每席佔床。每席佔床。

【餐食】依報名入住(佔床)人數含早餐*1次
【接駁】福朋喜來登飯店免費機場接駁服務 (預約制，需於入住前7日致電酒店06-926-6288預約，額滿截止)
【備註】嬰兒(限2歲以下)費用僅含保險及行政作業費，出發當日需攜帶戶口名簿影本或健保卡，於機場航空公司櫃檯辦理嬰兒免費登機證。
　　　　兒童不佔床(限年滿2-5歲)價【含立榮航空來回程經濟艙專案團體機票及責任保險】。
　　　　此專案使用優惠套票，不分票種均同價，故６歲(含)以上之兒童佔床、敬老佔床、愛心佔床與成人佔床均同價。
＊＊自費加購項目為『需求、不保證』，自費項目成行與否，需視現場狀況(判斷)而定，如遇當天人數不足無法成行、天候不佳無法開船等等，造成自費行程無法順利
運作。(如已出發繳費者則按自費項目原價退費)＊＊
※本專案機位於出發前六十天才開放訂位，正確搭乘航次需依客服人員回覆為準，若無法接受請報名六十天內出發。

※本專案報價不適用連續假期、跨年。

2018年年11/01~12/28出發出發每週日至五出發每週日至五出發之售之售

價如下：價如下：
大人大人/人人

12歲以下小孩佔歲以下小孩佔

床床/人人
65歲以上老人歲以上老人/愛心愛心/愛愛

陪陪/人人
小孩不佔床小孩不佔床/

人人

雙人房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三人房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四人房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3999元

2018年年11/01~12/28出發出發每週六出發每週六出發之售價之售價

如下：如下：
大人大人/人人

12歲以下小孩佔歲以下小孩佔

床床/人人
65歲以上老人歲以上老人/愛心愛心/愛愛

陪陪/人人
小孩不佔床小孩不佔床/

人人

雙人入住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三人入住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四人入住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4399元

javascript:window.print()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旅行平安保險。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行程內容

每日行程每日行程 2018/08/20 15:12 更新

行程符號說明：●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第1天 各地出發機場→澎湖馬公機場→福朋喜來登飯店

餐食餐食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第2天 全日自由活動→澎湖馬公機場→返回出發地機場

餐食餐食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敬請自理

－－：－－請自行前往出發地機場航空公司櫃台辦理登機手續

（最晚於飛機起飛前４０分鐘至航空公司櫃台依身分證件報到領票）

▲再次提醒：出發前請檢查您的身份證帶了沒？若是已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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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喔！

(14歲以下可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健保卡歲以下可使用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健保卡(要有照片要有照片)代替即可代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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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入住手續

　　　　　【接駁】福朋喜來登飯店提供機場接駁服務 (預約制，需於入住前7日致電酒店06-926-6288預約，額滿截止)
－－：－－自由活動

　　　　　（航空公司保有變動航班時間之權利，敬請配合！）（航空公司保有變動航班時間之權利，敬請配合！）

－－：－－飯店櫃台辦理退房手續（退房時間請依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規定為準）

　　　　　澎湖逍遙遊～

－－：－－澎湖馬公機場辦理登機手續（請最晚於飛機起飛前４０分鐘至航空公司櫃台依身分證件報到領票）

－－：－－搭乘飛機返回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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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保有變動航班時間之權利，敬請配合！）


行程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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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需佔床２人以上方可成行（將於出發日前三天給予行前說明資料）。

※預約作業金：每人 NTD$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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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前七日內預約訂位者，需請先行預付全額保證成行作業費用，因訂位未成功時則可全額退費。

※旅客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視同雙方同意簽署國內旅遊個別定型化契約書，敬請旅客先行詳閱該契約書內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

※本網站不負責因可歸責於旅客事由（如遲到等）所導致無法成行之損失，旅遊費用不予退還。 
※於本網站訂購產品前，請務必詳閱該產品之訂購須知及相關約定。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購人將居於代理人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旅客本人各行程。訂購須

知與限制約定，在點選同意後其法律效力及於旅客本人，本公司不接受事後旅客本人以不知或未瞭解等事由做為抗辯理由。

※如有身體不適請自備個人隨身藥品：如暈車藥、感冒藥、防蚊蟲液...等。
※若遇天候不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一旦訂位成功後，將無法增減原始旅客，若有更改需取消原始訂位記錄，重新需求訂位。

※一旦確認訂購完成，旅客需憑身份證件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依預訂行程出發。

※航空公司保有航班變動之權利。

※出發日期與飯店入住日期需相同。

※來回程皆不可更改日期、班機，開票後無法辦理取消、退票。

※請最晚於飛機起飛前６０分鐘至航空公司團體櫃台依身分證件報到領票。

※本票種不可累積航空公司哩程數。

※航空公司機位劃位方式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序，恕無法保證同行者座位連在一起，亦無法提供額外劃位安排。 
※遠東航空保有航班變動之權利。

※立榮團體機票開票後如要取消，取消手續費為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團體機票注意事項如下：

　　※限當天當班次使用，不得更改班次，經確認開票後無當天當班次使用視同放棄。

　　※機票上的旅客姓名是不可以更改的， 故無法轉讓給他人使用。
　　１、出發日前十四日(上班日)以上取消，取消手續費為訂房費用15%。
　　２、出發日前十三～七日(上班日)取消，取消手續費為訂房費用30%。
　　３、出發日前六～三日(上班日)取消，取消手續費為訂房費用50%。
　　４、出發日前二～當日取消，(訂房)取消手續費為訂房費用100%。
＊旅行社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各款標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旅客賠償。＊ 
※請注意：除以上航空公司取消費以外，需另加收５％之本公司取消手續費。

※部份成員不克成行而必須變更房間形態(不克成行者如有退費需求，請參照上述規定時間前事先告知)，旅客須於出發前辦理變更及補足差額，而不克前往者則按取消
規定辦理。變更後恕不保證可保留原訂班次或機位數，並以客服人員實際作業回覆為主。

※若遇不可抗力因素，未完全使用之剩餘項目，將按包裝之優惠價格退還，恕無法退回剩餘項目之全額費用(如:機票票面價值) 。 
※退票請於出發日起算一個月內至原購買旅行社辦理，旅客辦理退票時需檢附相關單據(如:機場所開立之『天候異常或航班取消證明單』)。
※颱風來襲延期或取消事宜：訂購航空套裝旅遊產品，如遇颱風來襲，除因航空公司班機取消可辦理全額退費外，若航班正常起降仍將依正常取消來收取消費用。


活動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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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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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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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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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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4至6週前往「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21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
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1922（國外可撥+886-800-
001922）。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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