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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 20週年圓滿閉幕感言 

不管花火的評價如何 

至少它替澎湖帶來了不可抹滅的利益 

也陪伴了澎湖旅遊發展 20 年 

或許多數人認為轉型是有必要性的 

未來如何再創造更多商機 

但是又能減少污染是未來趨勢 

謝謝幕後辛苦的工作人員 

謝謝百姓的包容 

謝謝台灣朋友的支持 

一起期待澎湖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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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盛大開幕  圓滿成功 

 

●圖 01：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盛大開幕  圓滿成功（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4/25 晚間於澎湖馬公觀音亭園區盛大開

幕，今年再次攜手 LINE 延續深度合作，以「精彩永續綻放」為主軸，帶給遊客驚喜與感動，

澎湖縣長賴峰偉、議長劉陳昭玲等貴賓紛紛蒞臨現場，同時縣府也特別邀請 LINE FRIENDS

人氣明星熊大兔兔到場，為澎湖花火節慶祝 20 歲生日，吸引粉絲一陣搶拍，澎湖國際海上

花火節也圓滿完成開幕。 

  當晚開場的是澎湖縣青少年交響樂團，接著邀請到黃奕儒、黃霆睿、文慧如及超大咖天團

-動力火車唱響澎湖花火之夜，大群粉絲也跟著吶喊歡唱，緊接著迎來花火節的重頭戲無人機

科技燈光秀搭配花火展演，邀請到所有貴賓上台一起啟動倒數儀式後，首先由 200 台無人機

在空中排列出「澎湖」及「I love U」字樣正式點燃「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序幕，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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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場的是以 500 台無人機演出的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熊大對澎湖說 HI 

PENGHU again，由熊大、兔兔、莎莉等大家耳熟能詳的 LINE FRIENDS 明星搭配澎湖意象的

元素融入 3D 圖案在空中展現不同造型，近距離的觀看，帶給遊客最震撼的效果，接著長達

15 分鐘的璀璨煙火秀，並引進四塔柱及矩陣字幕煙火打法，吸引民眾驚呼連連。賴峰偉縣長

表示，花火節於他擔任第二任縣長時首創，今年正式邁入 20 週年，每年參與人數節節攀升，

縣府亦年年追求突破，去年因為疫情影響被迫中途暫停，今年縣府重整士氣，期盼在兼具防

疫下延續花火節的生命，帶給民眾更多的感動並期再創佳績，也期許花火節未來更上一層

樓，給遊客不同凡響的驚喜。 

今年花火節除了與 LINE 的專場合作外，縣府也透過 LINETODAY 與 LINE TV 全程直播開

幕典禮，讓無法親臨現場的觀眾也能在線上一睹開幕秀的精彩演出，活動現場也有販售與

LINE FRIENDS 合作之專屬限量商品以及特別為花火 20 開發設計的紀念商品，商品種類多

樣，提供遊客挑選，吸引遊客排隊購買，另外澎湖縣政府也提醒大家，開幕當日起澎湖各大

全家便利商店也同步開賣。 

澎湖縣政府特別為今年 20 週年規劃小彩蛋活動，凡身分證字號末兩碼為 20 或生日為 20

日之遊客即可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好禮二選一，可選擇兌換花火 20 限定口罩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或澎湖紀念明信片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吸引許多民眾前往兌換，20 週年小彩

蛋活動每場次都有，也歡迎大家每場次都可以過去兌領，另外開幕當天還有額外加碼好禮活

動-花火 LINE 限量手扇，民眾反應熱烈迅速領取完畢。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澎湖花火節今年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總計規劃 24 場花火活動，

其中 10 場專場與 LINE 合作，推出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縣府也設計了多

套專屬澎湖的無人機圖型，將在觀音亭、七美、吉貝、望安等地展演，今年澎湖國際海上花

火節規模更勝以往，觀音亭場次將以 500 台無人機亮相，離島場則是 200 台無人機進行展演，

另外吉貝場花火節也首度移師至吉貝沙尾，利用沙尾地形施放特色煙火，並結合沙尾美人魚

主題燈點亮吉貝沙尾夜空。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精彩開幕後，後續將迎來澎湖主題的無人機秀、澎水百年校慶專場、

離島專場、企業贊助場等活動，花火節的用心和創新絕對是旅客海島旅遊的首選，另外因應

本土疫情升溫，花火節現場皆強制要求實聯制登記，園區內應全程配戴口罩，也感謝參與活

動的遊客配合防疫政策，共同遵守防疫規定，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讓花火 20 週年活動得

以順利圓滿落幕。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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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總計 33 篇）】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更換開幕主持人 

  

原主持人 LULU 4 月 23 日於北部參加劇團彩排時，在 LULU 抵達彩 

排現場之前，有工作人員感到身體不適並立即返家休息進行快 

篩，快篩結果呈現陽性，因此全劇團包括有足跡重疊的 LULU 本 

人也進行快篩，所幸全體工作人員及 LULU 快篩結果為陰性，該 

名工作人員也將進一步做 PCR 檢測。 

 

●圖 0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更換開幕主持人（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將於 4/25 日盛大開幕，縣府準備一系列精彩活

動，包含動力火車、文慧如等知名藝人登場，還有澎湖青少年管弦樂團開場演出，但原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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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 LULU 4 月 23 日於北部參加劇團彩排時，在 LULU 抵達彩排現場之前，有工作人員感

到身體不適並立即返家休息進行快篩，快篩結果呈現陽性，因此全劇團包括有足跡重疊的

LULU 本人也進行快篩，所幸全體工作人及 LULU 快篩結果為陰性，該名工作人員也將進一

步做 PCR 檢測。 

 

  此事經澎湖縣政府討論後，為確保大眾安全及活動順利將替換開幕主持人，澎湖縣政府對

於此次事件雖然感到婉惜，但也感謝 LULU 為了大眾安全著想也期待接下來有機會再到澎湖

演出。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是全台春夏最大型的活動之一，開幕前夕逢國內疫情升溫，縣府也做好

應變措施，於鄰近道路口設置實聯制管制站，安排 25 位防疫專責人員協助民眾進行實聯制

作業，呼籲民眾務必配合實聯制入場，除必要飲水外請全程佩戴口罩，貴賓席也將採固定席

位入座。 

  

同時縣府公布五個熱門煙火觀賞點，包含金龜頭（鄰近篤行十村）、重光海堤、西嶼赤馬安

檢站、第三漁港、案山漁港等地點，歡迎民眾可選擇前往這些地點欣賞煙火，各有不同風情，

也避開擁擠人潮。 

  

國內疫情逐步升溫，澎湖縣政府全面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正常生活、積極防疫、穩健開放」，

也提醒民眾出門旅遊務必做好自我保護，戴口罩，勤洗手，配合各景點和活動場所防疫措施，

並落實實聯制，開心出遊，健康回家。 

  

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 原主持人 ——  Lulu 黃路梓茵小檔案：  

二度接下風雲榜主持棒的「新生代主持天后」Lulu 黃路梓茵， 2019 年可謂收穫滿滿，不

僅以史上最年輕主持人之姿登上「金曲 30」頒獎舞台，雙料入圍電視金鐘「綜藝節目主持

人獎」，擔綱主持 KKBOX 速爆音樂台「明星九點來聊聊-Lulu 之夜」更獲得網路好評，音

樂方面，除了與李友廷合作〈不算是完美〉，她與盧廣仲共同創作的〈巴豆痛〉，更是攻佔 

KKBOX 台語年度百大金曲榜第 10 名！ 

   

-------------------------------- 

  

■第 15 屆 KKBOX 風雲榜精彩回顧► https://kkbox.fm/2q0sLB 

■第 15 屆 KKBOX 風雲榜演出歌單► https://kkbox.fm/UD4F04 

https://kkbox.fm/2q0sLB
https://kkbox.fm/UD4F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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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精彩永續綻放 Life on LINE 

 

 

●圖 03：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精彩永續綻放 Life on LINE（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將於 25 日於澎湖馬公觀音亭園區盛大

開幕，今年再次攜手 LINE 延續深度合作，以「精彩永續綻放」為主軸，開幕日當天以 700

架無人機科技燈光秀作為橋段，接續 15 分鐘的七彩煙火，精彩絕倫，為澎湖花火節慶祝 20

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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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開幕典禮邀請 Lulu 擔綱主持人並且由澎湖縣青少年交響樂團熱情開場，接著邀請到黃 

奕儒、黃霆睿、文慧如及超大咖天團-動力火車唱響澎湖花火之夜。另外無人機科技燈光秀，

除了原規劃每場 500 架無人機演出外，今日再加碼 200 台無人機作為開幕橋段，搭配 LINE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承襲去年與 LINE 的合作開啟花火 20 序幕，緊接著長達 15 分鐘的

絢麗煙火秀，以及首次於澎湖呈現的四塔柱煙火演出，將吸引民眾的目光，並宣告澎湖觀光

旺季的正式來臨，也為花火 20 週年點燃序幕。 

  今年花火節除了與 LINE 的專場合作外，還有一系列限定商品，包含兩款花火節限定 T 恤，

晴雨兩用折疊傘、熊大莎莉刺繡棒球帽及海灘巾，另外澎湖縣政府也特別設計開發花火 20

週年紀念商品，有花火 20 經典紀念 T 恤、花火 20 玩美四季經典紀念提袋、花火 20 紀念鑰

匙圈、花火 20 紀念小夜燈、花火 20 經典窯燒紀念杯、花火 20 經典紀念帽等多樣商品，在花

火節活動現場都可以購買，歡迎民眾來帶回去當作紀念品，另外澎湖各大全家便利商店也於

開幕當日同步開賣。 

澎湖縣政府特別為今年 20 週年規劃了紀念小彩蛋活動，凡身分證字號末兩碼為 20 或生 

日為 20 日之遊客即可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好禮二選一，可選擇兌換花火 20 限定口罩加指 

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或澎湖紀念明信片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還有開幕限定好禮活動， 

凡符合以上資格，可於 4 月 25 日開幕當天再兌換花火 LINE 限量手扇，一人限領 1 支，數 

量有限，熱情邀請大家一起來與我們共同慶祝花火 20 週年。 

另外澎湖縣政府也呼籲每位遊客落實防疫政策，進入觀音亭園區之人員皆強制要求實聯制 

登記或出示中央發布台灣社交距離 APP 畫面，後始得入場，另外園區內應全程配戴口罩，共

同遵守防疫規定，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讓花火 20 週年活動得以順利圓滿落幕。更多活動

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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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總計 33 篇）】 

 

澎湖縣政府請觀光各業共同協力確實做好防疫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為保護國人健康及維護旅遊防疫安全，針對國人參加旅行團旅遊

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 月 15 日宣布，自 111 年 4 月 22 日起即應遵照旅行團旅遊防疫

規定，交通部觀光局特別說明，不特定人員參團旅遊均須完成 Covid-19 疫苗追加劑(第 3 劑)

接種，方得參加旅行團，亦即參加旅行團旅客及旅行社工作人員均需完成第 3 劑接種；18

歲以上尚未打追加劑(第 3 劑)且已滿第 2 劑間隔期(12 周)者，請旅客儘快於出團前打第 3 劑；

惟已打完兩劑，但「未滿」間隔期（12 週）者，出示施打兩劑證明即可參團；另有醫師開立

證明，不能施打「所有」疫苗者，請旅客提供參團前一天或當天的「快篩」陰性證明，即可

參團。但不包括 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完成第 2 劑接種及未滿 12 歲之旅客。倘全團為特定人

員，即所謂特定團體，指成員間彼此特定(例如：學校畢業旅行、家族旅遊、員工旅遊等)，

則不需要符合上述需完成第 3 劑接種之規定。 

  另媒體報導「旅行團只要有一人確診全團隔離」一事，澎湖縣政府特別鄭重澄清，旅行團

若出現確診者，縣府匡列居家隔離對象以「是否為密切接觸者」為判斷，以實際疫調作為匡

列依據，絕非報導「1 人確診全團隔離」，請旅行團確實做好防疫宣導無需恐慌。惟因本縣

醫療有限，為免入住集中隔離所(共 85 房)爆滿，縣府目前正規劃配套方案，未來若旅行團有

人確診，其他團員經疫調 PCR 檢測陰性達一定人數，將採由縣府專案包機方式送回台灣返

家自主隔離，目前正由本縣衛生局專案報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同意辦理中。 

  為配合本縣年度花火節即將到來，縣府呼籲本縣旅遊產業業者做好防疫措施，如發現有確

診情事立即通報衛生局 PCR 檢測，相關費用均由政府負擔。防疫期間各業服務人員做好自

身自主健康管理，戴口罩、勤洗手；並宣導遊客確認身體没異樣再出遊，提醒旅客全程戴口

罩、量測體温，落實「實聯制」；及每日以漂白水( 1：100 稀釋)或電解水(次氯酸水)進行內

外環境清潔消毒，如有需要電解水可至本縣水產種苗繁殖場免費索取 (馬公巿嵵裡里 66-6 號

或電話 9951065)。 

 花火節將於下週一 4 月 25 日晚上開幕登場，縣府為確保活動及防疫順利進行，活動期間

每場次皆增加 25 位防疫專責管制人員，並於澎水旁斜坡路口、介壽路及民族路口、民生路

及民族路口、長青活動中心旁往順承門方向等路口設實聯制管制站，縣府提醒民眾於各路口

看到 QRcode 請先掃描後再入場並儘量提早進入觀音亭園區，園區內外均需全程配戴口罩，

善盡防疫責任。縣政府為避免人潮過度集中於觀音亭，建議重光、金龍頭莒光新村、第三漁

港及案山一帶、風櫃蛇頭山以及西嶼赤馬安檢所等 5 大煙火觀賞點，鼓勵民眾分流前往觀賞

及拍照。 



 26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5（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觀音亭主場地交通管制看這裡! 

  

 

●圖 0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觀音亭主場地交通管制看這裡!（圖源：澎湖每天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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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即將於 4 月 25 日盛大開幕，澎湖縣政府

公布主場地觀音亭休閒園區每場活動日下午 6 時開始（開閉幕則提前至 5 時）管制場地週邊

交通，呼籲民眾配合管制公告及現場勤務人員引導，共同維持活動品質及安全。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花火節主場地辦理期間為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一、四

及 5 月 21 日(週六)場次，共計 21 場次，為維持市區交通順暢並提供良好活動品質，縣府每

年皆會同警察局及各相關公協會規劃交通管制範圍及行車動線，今年花火節亦將進行人車管

制，每場活動日下午 6 時開始（開閉幕則提前至 5 時）進行管制，並且開放縣府廣場供民眾

停放汽車，另規劃警察局前廣場、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廣場區域及市區部份路段人行道停

放機車，也請民眾停放汽機車時遵守現場人員指示並勿影響行人步行。 

  此外，澎湖縣政府也規劃分別於活動日晚間 5 時及 7 時起開放公車調度站及馬公港 6-8 號

碼頭供遊覽車停放，並請停放於公車調度站之大型車輛離場時請往民族路以北行駛，避免駛

入市區造成交通壅塞，縣府亦呼籲，因花火節期間人潮眾多，請民眾盡可能提前進場或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避免臨時難以尋覓停車位。 

  另澎湖縣政府表示，花火節是本縣相當重視之大型活動，雖然近日國內疫情逐步升溫，縣

府將謹慎對待防疫工作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加強防疫，並請來到活動現場之遊

客參與活動的同時，也能共同遵守防疫規定，以利活動順利圓滿進行。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

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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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6（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建議觀賞點出爐 歡迎遊客多加參考 

 

 

●圖 05：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建議觀賞點出爐 歡迎遊客多加參考（圖源：澎湖每

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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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復源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即將於 4 月 25 日開幕，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一、四以及 5 月 21 日觀音亭加場、5 月 28 日七美、6 月 11 日望安、6 月 25 日吉

貝，總計 24 場燦爛花火閃耀澎湖夜空，這段期間因國內疫情逐漸升溫，澎湖縣政府除了加

強活動現場防疫作業，也精選五大煙火觀賞點，建議民眾可以分散到建議觀賞點欣賞煙火，

避免人潮過度集中於觀音亭，也讓大家有更好的活動品質。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花火節活動期間，觀音亭園區等活動場地將採實聯制入場，請前

往活動現場民眾掃描實聯制後入場，觀音亭現場將加派 25 位防疫專責工作人員於園區週邊

（介壽路與民族路口、民生路與民族路口、澎水側門、介壽路長青活動中心後方）查核民眾

實聯制證明，請民眾務必提早到場，避免因防疫作業延誤入場時間，並請旅行社協助於花火

節粉絲專頁下載觀音亭園區 QRCODE，於入園前提早讓團客掃描。 

  

縣府也表示過往金龜頭、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西嶼赤馬安檢站、重光草原等也是熱

門觀賞點，建議民眾亦可選擇前往這些地點欣賞煙火，避免觀音亭人潮過於密集，並請民眾

出門在外務必全程佩帶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同時也將視疫情狀況研議進行總量管制

作業。 

  

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以及澎湖 Travel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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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7（總計 33 篇）】 

花火節強化防疫  設 4 處管制出入點  入會場全面實聯制 

 

●圖 06：花火節強化防疫  設 4 處管制出入點  入會場全面實聯制（圖源：澎湖每天電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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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澎湖縣政府 19 日下午召開疫情線上記者會，針對即將登場的澎

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防疫，澎湖縣政府旅遊處長陳美齡表示，因應花火節觀光人潮，旅遊處在

觀音亭會場設 4 處管制出入點，並增加 25 位防疫專責管制人員，落實會場實聯制，也呼籲

遊客注意身體健康狀況，全程佩戴口罩。 

 陳美齡表示，花火節進入觀音亭園區將實施全面實聯制，並於澎水旁斜坡路口、介壽路及

民族路口、民生路及民族路口、長青活動中心旁往順承門方向設置 4 處實聯制管制站，每場

次增加 25 位防疫專責管制人員，提醒並要求民眾入園落實實聯制，並全程配載口罩。 

 陳美齡指出，因應近期旅宿業者傳出確診案例，籲請旅遊產業各業服務人員做好自身自主

健康管理，戴口罩、勤洗手，宣導遊客確認身體沒異樣再出遊，並提醒旅客全程戴口罩，量

測體溫，落實「實聯制」。 

 陳美齡表示，旅遊產業每日需以漂白水（1：100 稀釋）或電解水（次氯酸水）進行內外環

境清潔消毒，水產種苗繁殖場免費提供電解水，如有需要請洽詢電話 9951065 或至該場索取。

請各業者務必配合防疫，發現有確診情事立即通報衛生局 PCR 檢測。 

 陳美齡表示，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請民眾於路口處掃描 QRcode

後再入場，並盡量提早進入觀音亭園區，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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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8（總計 33 篇）】 

璀璨迎 20 週年  精采永續綻放 

 引頸期盼！2022 澎湖花火節定 4 月 25 日開幕盛大舉行  

  

 

●圖 7：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澎湖場記者會，假澎澄飯店盛大舉

辦（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即將於 4 月 25 日開幕，今年將再次攜手

LINE 延續深度合作，以「精彩永續綻放」為主軸，邀請超高人氣 LINE FRIENDS 明星一同

為澎湖花火節慶祝 20 週年，3/24 日在澎澄飯店舉辦澎湖場記者會，澎湖縣長賴峰偉及議長

劉陳昭玲共同出席，現場邀請熊大、兔兔擔任神秘嘉賓，為花火 20 週年揭開序幕。 

 熊大兔兔自去年參與花火節後就深深愛上澎湖愜意的度假氛圍，今年更精心打造海島度假

造型，熊大戴上南洋風情的白色小草帽，身穿海天藍襯衫與白短褲。而怕曬黑的兔兔，則是

戴上大帽緣鵝黃色的遮陽帽，綁著粉紅緞帶，再穿上浪漫滿溢的露肩荷葉邊黃色洋裝，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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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潮最 IN 的休閒度假 LOOK。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花火節邁入 20 週年，活動將自 4 月 25 日到 6 月 30 日每周

一、四辦理，另外規劃 5 月 21 日配合澎水百年校慶周末加場，以及 5 月 28 日七美場、6 月

11 日望安場以及 6 月 25 日吉貝場等三個離島場次，總計 24 場花火活動，其中 10 場特別與

LINE FRIENDS 再次攜手，合作演出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另外縣府還規劃澎湖主題無人

機科技燈光秀，結合花火節特色、澎湖海洋、地質和文化，打造專屬澎湖的奇幻燈光秀，無

人機架數也超越往年，除每場有 500 架無人機演出，開閉幕場亦將另搭配 200 架無人機作為

亮點儀式的橋段。而萬眾矚目的煙火秀規模將會更勝以往，並利用大型無人機搭載煙火的新

型態表演方式，作為特別的開場秀，帶來氣勢磅礡的華麗演出，打造令人嘆為觀止的無人機

燈光秀，不僅如此澎湖縣政府也邀請了許多重量級藝人一起與大家共度最燦爛的夜晚！ 

 第二次與 LINE 合作，縣府積極地與 LINE 攜手打造全方位行銷活動，透過線上線下的虛

實融合，協助商圈數位化之餘，更活絡國內消費和商圈經濟，不僅日前與 LINE 熱點合作舉

辦多場招商說明會，邀請澎湖地區店家加入，超過 85%的參與店家皆對熱點的線上免費行銷

曝光深感興趣。而截止至 3/15，有註冊 LINE 熱點的澎湖店家數更已超過 2,824 家，讓民眾

可即時打開熱點，搜尋吃喝玩樂景點推薦。後續 LINE 也將在花火節期間於中央老街、篤行

十村、觀音亭、七美雙心石滬、澎湖機場等八個地點設置 LINE Beacon，民眾只要打開藍牙

及 GPS (定位)，透過智慧推播就可以在指定景點接收訊息推播和專屬任務，完成任務即可獲

得獎勵和優惠券，最後還有抽獎機會。 

 根據 LINE 台灣企業解決方案事業部團隊觀察，澎湖商家淡旺季的業績差異最高達 10 倍

之多，為了能更永續地經營觀光產業並振興在地經濟，期許可以透過 LINE 官方帳號協助在

地中小型商家進行數位轉型，更有效地延續花火節商機。因此，特別邀約兩大系統商–電商

開店平台 WACA 和 iCHEF 資廚餐飲 POS 系統，攜手提供完整的數位整合工具，期間 WACA

更將祭出 1.8 萬的開店大禮包，讓商家可以快速打造可接單的網站。 

 今年澎湖花火 4 月 25 日開幕由超大咖天團動力火車、黃霆睿、黃奕儒、文慧如揭開序幕，

特別邀請 LuLu 黃路梓茵擔綱主持人，精彩絢爛的開幕式煙火秀和表演，將同步在 LINE 

TODAY、LINE TV、TVBS NEWS、食尚玩家全程直播，請鎖定 LINE TODAY、LINE TV

官方帳號、或 LINE TODAY 旅遊中『TODAY 帶你玩澎湖花火節』的話題，或 TVBS NEWS 

與食尚玩家的社群網路平台均可零時差收看。6 月 30 日閉幕典禮則由台語歌王許富凱、琳

誼、蔡佩軒完美結束整場活動，主持人則是黃鐙輝及曾子余，另外除了開閉幕之外縣府也規

劃了企業主題之夜場次，5 月 5 日澎坊之夜由 Karencici 擔綱演出、6 月 9 日 momo 之夜特邀

金曲新人壞特?te 獻聲亮相、6 月 13 日 DIKE 之夜將由五堅情成員-黃偉晉接力、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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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朋喜來登之夜由符瓊音以及 Swave bar 國際樂團演出、6 月 27 日新光人壽之夜邀請黃靖倫

登台，七美、望安、吉貝離島場則分別邀請謝宜君、陳思安、張文綺等本土知名唱將唱響離

島之夜，5 月 21 日也邀請榮忠豪一同共慶澎水百年校慶，同時縣府日前也徵選全台及澎湖在

地多組優秀表團加入花火舞台演出行列，提供優質的表演場合，與地方表團一同提昇花火節

的表演藝術品質。 

 

 迎接澎湖花火節 20 週年，同時透過 LINE 旅遊推廣澎湖各地美景，遊客可自澎湖花火節

的官方帳號選單點選「你的專屬花火行程」，LINE 旅遊將依個人需求提供旅遊商品建議，包

含輕鬆跟團玩、精彩自助行、只要機加酒、搜集靈感中，方便用戶快速查找最心儀的旅遊行

程。3 月 28 日起也將在官方帳號中推出『測試你的旅人風格』小測驗，完成測驗即有機會得

到 KKday 提供的新會員消費滿 101 元可折抵 100 的優惠券。LINE 旅遊也推出了一系列活

動，不僅有『澎湖人氣美照大募集』活動（連結 https://lin.ee/1MWmK4r0/newf），至今已累

計超過 1,000 張美照，帶大家搶先欣賞菊島魅力，而自明（25）日起至 3 月 30 日 緊接著也

將推出『LINE 旅遊 x 花火節遊玩攻略 集章任務（連結 https://lin.ee/tS65A4O/kbru），喜愛

觀光旅遊的你，可透過集章拿好禮，還能了解最新最有趣的澎湖玩法，為今年初夏之旅程做

好準備！ 

 

 澎湖旅遊期間也要做好防疫措施！全家便利商店今年再次加入合作行列，除了將澎湖三大

元素:海龜、仙人掌、花火節煙火分別設計成三款特色口罩，更推出有海龜與夜空煙火圖像的

隨身酒精噴瓶，於 4 月 20 日起陸續在澎湖各全家便利商店獨家販售。 

 

 最後澎湖縣政府感謝大力支持澎湖花火節的各贊助商:新光人壽、DIKE、雙全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澎坊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momo 購物網、全家便利商店、澎湖海

悅飯店、滿天星航運、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凱旋海運、社團法人澎湖縣民宿發展協會、媽

宮食品、金八達快艇、海豚灣旅行社、亞果遊艇、澎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和田大飯店、

元泰飯店、海上皇宮、黑妞原味本舖、安一海景飯店、康倪海洋生技、上安通運有限公司、

金永順旅行社、澎湖灣行旅、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縣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澎

湖縣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雅霖大飯店、臺虎精釀、澎湖旅遊服務業職業公會等業者提

供多項贊助品及現金，贊助商提供禮品也將在加入花火系列活動抽獎或商品滿額贈禮回饋給

遊客，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https://lin.ee/1MWmK4r0/newf
https://lin.ee/tS65A4O/k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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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9（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4/25 日起即將精彩呈現! 

 

●圖 08：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台北場記者會，假台北文創大樓成功舉辦（圖

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澎湖年度最重要觀光盛會「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將於 4

月 25 日盛大展開，今年將再次攜手 LINE 延續深度合作，以「精彩永續綻放」為主軸，邀

請超高人氣 LINE FRIENDS 明星一同為澎湖花火節慶祝 20 週年，4/8 日在台北文創大樓舉

辦台北場記者會，澎湖縣長賴峰偉及 LINE 公司代表以及新光人壽、DIKE、雙全國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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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澎坊、澎湖福朋喜來登、momo 購物網等主要贊助商代表也紛紛到場，記者會現

場特別邀請今年花火節閉幕演出藝人-蔡佩軒演唱，為花火節璀璨揭幕。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花火節邁入 20 週年，活動將自 4 月 25 日到 6 月 30 日每周

一、四辦理，另外規劃 5 月 21 日配合澎水百年校慶周末加場，以及 5 月 28 日七美場、6 月

11 日望安場以及 6 月 25 日吉貝場等三個離島場次，總計 24 場花火活動，其中 10 場特別與

LINE FRIENDS 再次攜手，合作演出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另外縣府還規劃澎湖主題無人

機科技燈光秀，結合花火節特色、澎湖海洋、地質和文化，打造專屬澎湖的奇幻燈光秀，無

人機架數也超越往年，除每場有 500 架無人機演出，開閉幕場亦將另搭配 200 架無人機作為

亮點儀式的橋段。而萬眾矚目的煙火秀規模將會更勝以往，並利用大型無人機搭載煙火的新

型態表演方式，作為特別的開場秀，帶來氣勢磅礡的華麗演出，打造令人嘆為觀止的無人機

燈光秀，不僅如此澎湖縣政府也邀請了許多重量級藝人一起與大家共度最燦爛的夜晚！ 

  

 今年花火節與 LINE FRIENDS 合作一系列限定商品，包含兩款花火節限定 T 恤、晴雨兩

用折疊傘、熊大莎莉刺繡棒球帽及海灘巾，另外縣府也特別設計開發花火 20 週年紀念商品，

有花火 20 經典紀念 T 恤、花火 20 玩美四季經典紀念提袋、花火 20 紀念鑰匙圈、花火 20 紀

念小夜燈、花火 20 經典窯燒紀念杯、花火 20 經典紀念帽等多樣商品，並與亞洲領先設計購

物網站 Pinkoi 及全家便利商店合作，預計於 4 月 8 日起即可至 Pinkoi 預購商品，另外 4 月

25 日起於澎湖全家便利商店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現場販售，快來跟我們一起收集吧。 

  

 澎湖旅遊期間也要做好防疫措施！全家便利商店今年再次加入合作行列，除了將澎湖三大

元素:海龜、仙人掌、花火節煙火分別設計成三款特色口罩，更推出有海龜與夜空煙火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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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酒精噴瓶，還有獨家販賣臺虎生啤酒<嗨>澎湖花火節限定版、FamilyMart Collection 小

分子氣泡水「花火款」，於 4 月 20 日起陸續在澎湖各全家便利商店獨家販售。 

  

 另外，澎澄飯店今年特別與 LINE FRIENDS 聯名合作以可愛的熊大、兔兔與莎莉製作主

題造型甜點從 4 月 25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獨家販售甜點將階段推出多款風味杯子蛋糕、焦

糖爆米花冰淇淋以及新鮮果汁氣泡飲，讓您看到鬆軟香甜療癒，入口軟綿精氣神痊癒的餐點。 

  

 澎湖縣政府特別為今年 20 週年規劃了紀念小彩蛋活動，凡身分證字號末兩碼為 20 或生日

為 20 日之遊客即可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好禮二選一，可選擇兌換花火 20 限定口罩加指定商

品 100 元折價券或澎湖紀念明信片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還有開幕限定好禮活動，凡符

合以上資格，可於 4 月 25 日開幕當天再兌換花火 LINE 限量手扇，一人限領 1 支，數量有

限，熱情邀請大家一起來與我們共周慶祝花火 20 週年。 

  

 最後澎湖縣政府感謝大力支持澎湖花火節的各贊助商:新光人壽、DIKE、雙全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澎坊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momo 購物網、全家便利商店、澎湖海

悅飯店、滿天星航運、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凱旋海運、社團法人澎湖縣民宿發展協會、媽

宮食品、金八達快艇、海豚灣旅行社、亞果遊艇、澎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和田大飯店、

元泰飯店、海上皇宮、黑妞原味本舖、安一海景飯店、康倪海洋生技、上安通運有限公司、

金永順旅行社、澎湖灣行旅、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縣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澎

湖縣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雅霖大飯店、臺虎精釀、澎湖旅遊服務業職業公會等業者提

供多項贊助品及現金，贊助商提供禮品也將加入花火系列活動抽獎或商品滿額贈禮回饋給遊

客，另因現階段疫情仍不穩定，澎湖縣政府表示雖然積極推廣本縣觀光活動，仍會加強注意

相關防疫規定，也請來到現場之遊客共同遵守相關規定，以利活動順利，更多活動訊息歡迎

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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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0（總計 33 篇）】 

澎湖華航空難 20 週年  賴峰偉獻花悼念罹難者 

 

●圖 09：澎湖華航空難 20 週年  賴峰偉獻花悼念罹難者（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525 澎湖華航空難屆滿 20 週年，澎湖縣長賴峰偉 4/2 日前往林投
公園華航空難紀念碑前悼念罹難者，獻上鮮花表達追思之意。 
 澎湖縣政府表示，民國 91 年 5 月 25 日下午 3 時 28 分 28 秒，中華航空公司 611 班機自
台北飛往香港，班機上升至 3 萬 5 千呎高空時，不幸發生空難，機上旅客 206 人、正副駕
駛及服務人員 19 人，全部在澎湖目斗嶼附近墜海罹難。 
 清明節將至，賴峰偉在民政處長許智富陪同下前往林投公園華航空難紀念碑前獻上鮮花表
達追悼，願逝者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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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1（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週年紀念回顧展  

 邀您一同見證 澎湖花火節的榮耀與驕傲 

 

 

●圖 10：花火 20 週年紀念回顧展  邀您一同見證 澎湖花火節的榮耀與驕傲（圖源：澎

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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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在 4 月 25 日盛大開幕了，今年結合 LINE 

FRIENDS 熊大兔兔等超人氣明星，吸引全國春夏旅遊目光，雖然適逢疫情，現場人數較往年

減少，但依然擋不了花火節成為上半年最熱門旅遊話題，而今年也是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澎湖縣政府精心籌備「花火 20 週年紀念回顧展」，設置於篤行十村花火體驗館，今

（27）日下午 4 時起開館營運，後續每日上午 9 時至晚間 6 時開放參觀。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花火 20 週年紀念回顧展由澎湖子弟顏嘉璋先生親自設計規劃，

並邀請沿著菊島旅行站長高世澤先生提筆撰寫展館文字，可說是澎湖人親手打造的展館，彰

顯花火 20 週年對澎湖意義重大，花火節是全台最長壽也最大型的觀光活動，這次展館內特

別將花火節過往歷史和精彩畫面逐一展出，運用多元素材包含布料、壓克力等，讓展館視覺

更豐富，另外也規劃拍照打卡區和精緻的商品展售區，歡迎遊客親自入館體驗，同時戶外也

有澎湖科技大學設置的「岩質咖啡」，大家不妨前往喝杯飲料，更顯悠閒。 

  同時縣府也提醒，國內疫情嚴峻，花火 20 週年紀念回顧展館內空間有限，館內容留人數

以 20 人為上限，並且展館室內全面禁止飲食，如有飲食需求可於戶外庭園入座，並請全程

佩戴口罩、入館實聯制及量體溫，如有團體須預約參觀，請於三日前電洽旅遊處 06-9268545

進行預約，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 Travel 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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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2（總計 33 篇）】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請提前訂妥機票與船票  

 

 （記者黃聰榮／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今年將第 20 度以海上高空超炫

技術「煙火」為主題，今年再度與 LINE FRIENDS 合作，預計也將引起一波花火熱潮，

而今年的合作方案除了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煙火秀+「500 台無人機

展演」以外，也將推出花火限定合作商品，打造全方位花火 X LINE FRIENDS 盛會。定

4 月 25 日晚間拉開序幕，由於有大批觀光團體屆時將組團前來歡渡，暨澎湖旅台鄉親屆

時亦將紛趕搭班機返澎，導致台、澎海空交通預料將再出現彷如春節假期一般「一票難

求」盛況。 

  據往年經驗保守估計，此波返鄉探親及歡渡花火節人潮，至少有一萬人以上，由於機

位屆時將嚴重供不應求，因此 4 月 25 日起各機場候機室將出現大批候補人潮，各航空公

司則籲請當日起欲補位之民眾，可提前抵達機場登記，各服務人員一定會傾全力協助，

他們更預料此波假期報到率將可能高達九成左右，所以特籲請如欲在此期間前往參與之

民眾能儘速提早訂位，才不致耽誤參與「花火季」活動。 

  「2022 澎湖國際花火節」活動定 4 月 25 日晚間起展開，自台灣本島飛航澎湖各航線

之班機，屆時將出現班班客滿壅塞現象；逾萬名返鄉過節之澎湖鄉親暨觀光遊客將分別

搭乘七十餘班班機及「台華輪」等各航線客輪，自海、空航線直接抵達澎湖。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今年將第 20 度以海上高空超炫技術「煙火」+「500 台

無人機展演」為主題，結合現場火熱奔放的樂團跨夜演唱、沁涼啤酒歡樂暢飲和最放肆

嘶喊的愛情宣言………等等熱情的活動；現場在璀璨的煙火映照下，更顯得浪漫多情；

由於主辦單位積極強烈宣傳，澎湖屆時在此期間，將出現「一房難求」與「一票難求」

盛況；因此，如果此期間國人計畫抵澎參與的話，必須先事先訂妥機位與飯店，以免屆

時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凡有意瞭解前述系列活動的民眾可逕往澎湖每天電子報或澎湖縣觀光發展研究會網站

查詢或逕撥 (06)9275977 或 0977-562101 向該會洽詢。 

●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網址澎湖 Travel︰http://penghutravel.com/ 

 ※【澎湖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 http://069279788.eztour.net.tw/index.php 

※【大倉社區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http://dachang.eztour.net.tw/ 

http://dachang.eztour.net.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520
http://penghutravel.com/
http://dachang.eztour.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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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3（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海上花火節」即將開幕縣府鼓勵國人儘早安排假期 

（本報綜合報導）「2022 澎湖海上花火節」即將開幕；本地觀光季最受歡迎的活動─ 花

火節即將在 4 月 25 日開幕，縣府廣邀國人參與，鼓勵國人儘早安排假期，抵澎享受海風

吹拂與璀璨煙火的浪漫氣氛。 

  在縣府的努力下，花火節儼然成為離島地區號召台灣遊客的主力節目，雖然活動歷經

20 年舉辦，17 年前吸引力已呈現疲軟趨勢，但縣府仍希望透過各界資源結合，增加新的

賣點，讓今年花火節再度邁向高峰。 

  賴峰偉縣長表示，澎湖花火節是夏艷澎湖的迎賓序曲，花火節登場象徵澎湖觀光季展

開，澎湖群島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與自然資源，海洋更是一大特色，將花火節和海洋一同

呈現，是無可比擬的特色。 

  賴縣長強調，常態性的活動要持續舉辦下去非常不容易，花火節過去曾被質疑缺乏創

新，縣府瞭解要讓活動延續，確實將面臨一定的挑戰，因此希望今年澎湖各界以最熱情、

友善貼心的形象、乾淨的市容來迎接遊客，縣府方面也會規劃具賣點的活動配合，讓澎

湖觀光產業發展能有新的成長，建立澎湖品牌的無可替代性。 

  澎管處處長許宗民表示，第 20 年舉辦的花火節，是吸引遊客一大賣點，20 年的時間，

正好是小朋友成長到進入轉骨的階段，他期許澎湖花火節能延續下去，一路辦到進大學、

進台大。 

  旅遊處陳美齡處長表示，今年的花火節經過規劃，預定於 4 月 25 日開幕，共計 21 場的

煙火施放，地點以觀音亭休閒園區為主，施放時間為每晚 9 點，8 點起則有表演節目。 

  如欲瞭解有關花火節事宜之民眾，可逕撥（06）9275977，向澎島采風國際跨業交流會

或澎湖縣觀光發展研究會進一步洽詢。 

●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網址澎湖 Travel︰http://penghutravel.com/ 

 ※【澎湖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 http://069279788.eztour.net.tw/index.php 

※【大倉社區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http://dachang.eztour.net.tw/ 

 

 

 

http://dachang.eztour.net.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519
http://penghutravel.com/
http://dachang.eztour.net.tw/


 43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4（總計 33 篇）】 

 

● 「澎湖海上花火節」近 20 年來增進澎湖無限商機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111 年是澎湖花火節 20週年轉型創新的一年，108 年全年度旅

遊人次較往年成長 12%，繼春夏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首傳捷報以來，109 年 7至 9 月期間

帶來 50 萬觀光人潮蒞澎，創造 25 億觀光產值，夏季接力的海洋派對嘉年華主打精緻主

題活動，為澎湖營造特色觀光意象，秋冬則以美食假期和蒙面主題兩大行銷活動接力，

澎湖縣政府努力創造四季旅遊亮點，也不負眾望交出一張漂亮成績單。 

 

澎湖縣觀光人數 109 年 8 月統計數字出爐顯示，前(109)年 7 月旅客 18 萬 4,289 人次，

創下歷年來單月新高，澎湖縣政府 109 年花火節創新轉型成功，航空及海運也配合旅遊

人潮需求積極投入更多運能，提升澎湖在國內外旅遊市場的便利性，也提高國際旅遊市

場的知名度，讓前年蒞澎人次再創新高。 

 

澎湖縣長賴峰偉宣佈 111 年為澎湖環保旅遊年，為澎湖觀光市場導入人文氣息，結合

澎湖悠久的文化底蘊和亮眼的觀光產業，期望為澎湖觀光旅遊形塑新的氣象，也藉此讓

更多人了解澎湖的魅力所在，旅遊處當年也會同環保局攜手打造環保旅遊行銷活動，並

且培訓更多導覽人員可以進行環保與文化旅遊解說，以觀光包裝環保及文化產業，藉由

異質領域的擦撞激盪不同的火花，更多活動訊息請密切關注澎湖 Travel︰

http://penghutravel.com/ 。 

 

每年四月到十月澎湖進入觀光旺季，空中交通需求量大，加上四到六月又是花火節，觀光

人潮爆多，今年雖受防疫影響但並未中斷舉辦第 1-21 場；然而回顧近 20 年，花火節確實發

揮吸客效果；因此，賴縣長近 4 年來皆協請兩家航空公司全力配合，自四月份起調整夏季航

班，每天增加馬公至台北往返班次，台中往返班次，高雄往返班次。 海運方面，從嘉義布

袋及高雄港每天也都有到澎湖船班，並視情況加班。值此盛會，賴縣長熱誠歡迎諸位嘉賓蒞

臨澎湖旅遊，共襄盛會。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網址澎湖 Travel︰http://penghutravel.com/ 。 

※【澎湖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http://069279788.eztour.net.tw/index.php 

※【大倉社區每天電子報】交流平台網址：http://dachang.eztour.net.tw/ 

 

http://penghutravel.com/
http://penghutravel.com/
http://dachang.eztour.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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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盛況之 1。（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圖 12：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無人機之傑作。（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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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5（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提前展開籌備 

除了延續往年廣受歡迎的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搭配煙火演出外，澎湖縣政府將整合更多資

源擴大舉辦之力道，並提升無人機數量和煙火的精彩度，現場也將結合現代科技創造更

多驚喜創意，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2022 年是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澎湖縣政府今年特別

提前規劃，並將活動日期訂在 111 年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周一、四晚上在馬公市觀

音亭休閒園區辦理，而頗受好評的離島場次則比照往例訂於七美、望安及吉貝，時間將

與地方協調後公告，全數共計 23 場次花火活動，預期將帶給遊客震撼精彩的煙火饗宴，

也讓遊客體驗深度在地文化，領略澎湖縣群島獨特的魅力，也期望促進遊客留宿離島，

創造更大經濟效益。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除了延續往年廣受歡迎的無人機科

技燈光秀搭配煙火演出外，澎湖縣政府將整合更多資源擴大舉辦之力道，並提升無人機

數量和煙火的精彩度，現場也將結合現代科技創造更多驚喜創意，請大家拭目以待。 

  澎湖花火節是目前國內最長壽的官方觀光活動之一，歷年活動致力於凸顯澎湖海洋、

文化、觀光元素，打造國際特色，近年更加入無人機和知名品牌合作，屢創新意，吸引

大批遊客造訪，繼 2019 年活動期間創造 42 萬觀光人次，2020 年更締造 52 萬觀光人次的

佳績，2021 年雖因疫情提早結束，但許多遊客仍對花火節引頸企盼，縣府也針對明年花

火 20 週年積極籌備，並期盼疫情穩定明年花火節順利舉辦。 

  澎湖縣政府竭誠邀請您蒞臨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更多活動訊息請上澎湖國際海

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或澎湖 Travel 網站

http://penghutrav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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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提前展開籌備。（圖源：澎湖每天

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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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6（總計 33 篇）】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精彩綻放】活動開跑 縣府邀請民眾

踴躍參加！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隨著 2022澎湖花火節即將在 4月 25日開幕，各地遊客早已摩拳

擦掌準備一睹最美麗海灣上的星空花火，為讓遊客掌握第一手最專業的澎湖花火節觀賞點建

議，澎湖縣政府將邀請國人前來參與，帶領遊客從不同角度抓取澎湖花火節最豔麗的高空焰

火，拍出絕美照片，留下難忘記憶，為自己的澎湖之旅留下深刻的影像。 

  隨著澎湖花火節將至，各旅行社、旅館飯店、民宿等業者早已擬定多項花火節專案，提供

遊客最多元的選擇，期待帶給蒞臨澎湖旅遊的遊客體驗到世界最美麗海灣的風華與魅力，惟

花火節期間澎湖對外交通運輸及住宿勢必熱門搶手，旅遊處特別呼籲遊客能儘早做好相關規

劃，並提早完成交通運輸訂票及住宿訂房等作業，以避免無法成行錯過美麗嘉年華的遺憾。 

 

● 圖 14：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精彩綻放。（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http://dachang.eztour.net.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533
http://dachang.eztour.net.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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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7（總計 33 篇）】 

 

●澎縣府旅遊處迎接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 週年慶）到來 

 特提前排定【2022 觀光行事曆】 
●澎縣府旅遊處為迎接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 週年慶）到來，特提前排定【2022 觀

光行事曆】，期盼產業界在 110 年底+111 年初踴躍抓住各項行銷機會，順利度過今年秋冬季

節，等明年花火節到來將一切都會不一樣，頗值得大家期待，相信一定會比今年更好，祝大

家平安喜樂！從觀光行事曆一覽表看來，明年的活動特別多，祝大家平安喜樂發大財！【110

年 12／10 晚間發布】： 

 

 ●圖 15：迎接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到來，旅遊處特提前排定【2022 觀光行

事曆】（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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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8（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舞台秀表演徵選開跑囉 

  

（記者吳清池／澎湖報導）一年一度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即將在 4 月 25 日登場，澎湖縣政

府公開招募全國各地優秀表演團體加入花火節舞台演出行列，成為花火節舞台閃耀的明日新

星，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1年 2 月 22日止，報名表單可由澎湖 Travel網站首頁下載。

https://penghutravel.com/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2022適逢花火 20 週年，本縣規劃擴大辦理，同時邀請全台優秀表

演團體加入花火舞台演出，花火節每年吸引數十萬人蒞澎參與，亮麗的舞台一直是許多表演

團體和藝人追逐夢想的地方，縣府也鼓勵優秀的表演團體登上花火舞台一展長才，讓世界看

到你的精彩。 

  

今年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舞台徵選報名表演團體將依往例由專業委員進行評選，因為報名者

需提供過往精彩之表演影片供委員評核，入選之團體將由縣府統一公告於澎湖 Travel 網站

以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登上夢想舞台就在此刻。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22 年邁入第 20年，澎湖縣政府也再度與 LINE Friends合作，歡慶澎

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民眾有機會看到 LINE Friends知名的角色以煙火和無人機在天

空展現，同時也將推出一系列限定合作商品，歡迎大家一起來澎湖歡度花火時光。 

 
 
 
 
 

https://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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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舞台秀表演徵選開跑囉（圖源：澎

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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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19（總計 33 篇）】 

 

●澎湖花火節 20 周年主題場次公布  

 歡迎大家來澎湖 LONGSTAY  欣賞璀璨花火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訂於今(111)年 4 月 25 日至 6月 30日期

間辦理，今年也是花火節 20 周年，澎湖縣政府與國人熟悉的 LINE FRIENDS 聯名合作，以「璀

璨澎湖永續綻放」為主題推出精彩的煙火秀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預期可為澎湖觀光旅遊再

創新的高峰。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是花火節 20周年，縣府積極準備活動內容，期望打造讓遊

客難忘的花火盛會，今年花火節從 4 月 25 日到 6 月 30 日每周一、四，另外規劃 5 月 21 日

配合澎水百年校慶周末加場，以及 5 月 28 日七美場、6 月 11日望安場以及 6 月 25 日吉貝場

等三個離島場次，總計 24場花火活動，其中 10 場將與 LINE FRIENDS 合作主題場次，分別

是 4 月 25 日、5月 2 日、5 月 9日、5月 19日、5 月 26 日、6 月 2 日、6 月 6日、6 月 16

日、6 月 20 日和 6月 30日等 10 場將演出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其他場次

縣府也將規劃澎湖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保證周周都有不同驚喜亮點，歡迎大家來澎湖

LONGSTAY，欣賞璀璨花火。 

  這次，「LINE 旅遊」也搶先推出花火節 20週年專屬活動頁，完整提供澎湖旅遊資訊，並

攜手十家以上的旅遊品牌，讓消費者一站式預訂團遊、機加酒、交通、住宿，以及在地體驗，

還可享有 LINE POINTS 回饋。除此之外，特別規劃有品牌專區，可清楚一覽 AsiaYo、KKday、

gogoout、Tripbaa趣吧提供的早鳥優惠，讓你輕鬆享受獨家折扣。（官方活動網址：

https://event.line.me/campaign/4825876f-1687-4012-be9a-fa15692c1794） 

  另外今年花火節也由新光人壽、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福朋喜來登以及澎澄飯店贊

助場次，規劃 5 月 5日澎坊之夜、6 月 13 日 DIKE(雙全國際)之夜、6 月 23 日福朋喜來登之

夜以及 6月 27 日新光人壽之夜，藉由贊助商資源投入讓花火活動更加精采，縣府也歡迎各

企業團體贊助支持花火節活動，協力推廣澎湖觀光也帶動澎湖觀光商機發展。 

  澎湖縣政府為因應花火 20 周年，今年規劃一系列活動，包含 3 月中旬將開館的花火 20周

年回顧展、4月 16日花火 20 陪你遊行活動、愛在花火佳偶召集令活動，下半年規劃澎湖國

際燈光藝術節，情定吉貝結婚派。 

  

https://event.line.me/campaign/4825876f-1687-4012-be9a-fa15692c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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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主題場次公布（圖源：澎湖每天電

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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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0（總計 33 篇）】 

 

●2022 愛在花火 佳偶召集令邀請大家一起製造幸福回憶!!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邁入 20 週年，澎湖縣政府於這 20 年間協

助提供許多有緣人一個浪漫的求婚舞台，締造許多情侶成為幸福佳偶!為營造專屬花火 20 週

年的幸福愛情氛圍，將邀請曾經在花火節舞台上求婚成功者，在 5 月 19 日回到花火節現場

與大家一起分享這份幸福的喜悅，另外也徵求有意於花火節舞台上求婚之「有心人」，於 2022

花火節辦理期間於花火節舞台上求婚，勇敢向另一半大聲說出心裡話，製造屬於你們的難忘

回憶。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是全台最知名的花火盛會，歷年來成為許多

情侶浪漫旅行的首選，感受璀璨花火的魅力，在浪漫花火的襯托之下，讓澎湖擁有浪漫愛情

島的美名，縣府於花火 20 週年將辦理「愛在花火 佳偶召集令」活動，活動內容分為兩項，

除多年來皆受理民眾報名的求婚活動外，另今年度將邀請於 20 年間曾於花火節舞台上求婚

成功並完成結婚儀式的伴侶，在 5 月 19 日再度回到澎湖花火節舞台來趟幸福愛情回憶之旅。 

  

 澎湖縣政府表示，本次活動皆須事先報名，「求婚活動」報名網

址:https://forms.gle/Kd7sEoi6frsx5TXx8 ，報名時間至 6 月 29 日下午 5 時止，報名成功後，將

由主辦單位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繫，求婚成功者，將贈送愛情主題文創商品一份。 

 另「回娘家」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eJpNCR89tPaLkLx6 ，報名時間至 3 月 20 日下午

5 時止，經主辦單位審查報名資格獲徵選者需能參與 5 月 19 日花火節場次，並配合主辦單

位規劃進行活動，而主辦單位為鼓勵民眾參與將提供雙人來回機票(台灣-澎湖)及澎湖馬公住

宿一晚及愛情主題文創商品一份，讓幸福佳偶回到澎湖，再度感受求婚時的悸動與感動，與

現場遊客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更多活動訊息請上澎湖 Travel 網站 http://penghutravel.com/  及花火節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查詢。  

 
 

 

https://forms.gle/Kd7sEoi6frsx5TXx8
https://forms.gle/reJpNCR89tPaLkLx6
http://penghutrave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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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愛在花火 佳偶召集令邀請大家一

起製造幸福回憶!!（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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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1（總計 33 篇）】 

●迎接花火節 LINE 投入行銷資源  邀本縣業者加入 LINE 熱點服務 

●今年花火節與 LINE 合作，LINE 也投入行銷資源，邀請本縣業者加入 LINE 熱點服務，讓

更多民眾可以透過 LINE 服務查詢到店家資訊，目前規劃三場說明會，有興趣的店家都可以

報名參加，了解其服務內容 ；以下附圖係 LINE 熱點服務的頁面，是一個免費提供給大家的

行銷平台，有興趣的業者都可以踴躍參與 共襄盛舉【111 年 01／22 下午發布】: 

 

 

●圖 19：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邀本縣業者加入 LINE 熱點服務 

（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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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2（總計 33 篇）】 

●「2022 花火節 20 週年相關活動行銷整備工作正加緊執行中」 

●衛福部陳時中部長於日前表示，若無突發事件，國內疫情可望於三月底告一段落。這訊息

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希望疫情順利結束，生活回歸正常，經濟百業可望復甦。澎縣府旅遊處

團隊都一直在做準備，揮別低迷，迎接旅遊曙光到來。期盼澎湖各業再接再厲，團結一致，

配合防疫響應戴口罩政策，堅持到最後成功的一刻。 

  有鑑於「花火節相關活動行銷整備工作」已於去年 12 月間次第開展，而為即將到來的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揭開序幕，澎湖縣政府除與 LINE 合作配合外，並將持續配合花

火節 20 年歷史相關陳展活動以及行銷整備。#澎湖加油！#大家加油！  

  

 
●圖 20：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相關活動行銷整備工作，正加緊執

行中」（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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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3（總計 33 篇）】 

 

●2022「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  花火 20 周年作伙來拍照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年適逢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澎湖縣政府為行銷花火

20 周年，希望透過攝影愛好者的鏡頭，紀錄 2022 年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及澎湖獨特的風光

美景和歷史人文，將澎湖美景透過照片寫下獨特的故事，只要是 111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在澎湖拍攝的照片都可以參加，歡迎全國攝影愛好者踴躍報名參加，勇奪獎項，滿

載而歸！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本次攝影活動收件時間為 111 年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拍

攝主題分為花火組及一般組，網羅澎湖花火節精彩瞬間及自然人文風光，本次攝影比賽獎金

豐富，總獎金高達 28 萬 6,000 元，其中花火組金獎將獨得新台幣 8 萬元、銀獎獎金新台幣 5

萬元、銅獎 3 萬元，一般組金獎將獨得新台幣 6 萬元、銀獎獎金新台幣 3 萬元、銅獎 1 萬元，

另各組還將選出優選獎各 5 名及佳作獎各 10 名，各路攝影好手參賽前請詳閱報名簡章，檔

案規格需具備 1,600 萬畫素以上之品質，解析度至少 300dpi 以上，每人限報名 3 件作品，詳

細比賽資訊及報名簡章下載請上：澎湖 Travel 網站(http://penghutravel.com)。 

  

歡迎喜愛攝影、喜愛美景的攝影好手們帶著相機遊澎湖，透過一幅幅精美的攝影作品推廣

澎湖花火 20 周年及彰顯澎湖之美，更多相關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 Travel。 

http://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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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歡迎作

伙來拍照（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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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4 總計 33 篇）】 

●「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舞台秀表演徵選活動名單出爐！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澎湖縣政府於 3月 4 日辦理「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舞台秀表

演徵選，提供優秀表演者嶄露頭角的舞台，經過評審委員就舞臺效果、演出規模、演出內容

以及演出經歷等綜合評估，選出 32 隊優秀演藝團隊，分別是「澎湖縣半天鳥音樂藝術協會」、

「舞動媚力舞團」、「遊手好絃樂團」、「DF現代音樂樂團」、「澎湖縣仙人掌藝術推廣學

會」、「仙人掌輪椅舞蹈團」、「星聲代合唱團」、「身呼吸藝術舞蹈團」、「菊饗曼陀林

樂團」、「澎湖縣文澳擊樂飛魔力」、「澎湖縣文澳國小打擊樂團」、「馬公國中國樂團」、

「馬公高中合唱團」、「騎海豚樂團」、「馬公高中國樂社」、「澎湖縣白沙鄉健康舞蹈協

會-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貳樓 Second Floor」、「好娛樂創意舞蹈工作室」、「Dream 

Army」、「琦琦兒童舞蹈團」、「陳冠鳴 vs風華舞蹈」、「澎湖康安宮傳統藝術團」、「澎

湖縣青少年交響樂團」、「菊之音小型表演歌劇坊」、「台中市武動太極發展協會」、「臺

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嘉北國小管樂班」、「康橋國際學校新竹校區弦樂及打擊團」、

「社團法人藝享愛樂音樂教育推廣協會」、「葛利合唱團」、「臺北市龍安國小弦樂團」以

及「星空交響管樂團」。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這次表演團隊徵選總計吸引全台 67組藝術表演團隊投件參加徵選，

而脫穎而出的團隊將由主辦單位安排登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舞台演出，期望藉由這些

優秀的表演者為澎湖花火節增添亮點並深化在地連結，讓花火節不僅是熱門觀光活動，更是

表演者圓夢的舞台，歡迎全國民眾一同來欣賞。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歷時 20 年，年年推陳出新，自 2019年引進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搭配煙火

以來，2020 年開創品牌合作，與迪士尼漫威的合作引爆全國話題，2021 年以及今年接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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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攜手合作，歡慶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週年，而在萬眾矚目的煙火以及無人機科技燈

光秀以外，縣府也致力於提供優秀的舞台表演，透過璀璨花火舞台提供本縣表演藝術團體優

秀的演出場地，積極展現本縣演藝團隊表演藝術力，同時透過徵選活動迎接來自全國各地的

表演團體，讓各地優秀團體能有良性競技的場合。此外，今年為歡慶花火 20，縣府也特別在

4 月 16 日規劃一場遊行活動，歡迎本縣公協會、社區團隊和表演藝術團體一起報名參與，更

歡迎有表演力和創造力的團隊一起參與遊行踩藝團隊徵選，獲選者將可獲得踩藝表演補助參

與遊行演出，報名請關注︰ 

https://penghutravel.com/ThemeActivity/Fireworks/Fireworks2022/FR062022.htm ，歡

迎大家一起歡度花火時光，更多澎湖活動訊息請密切關注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enghutour/ 

 

●圖 22：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舞台秀表演徵選活動名單出爐！（圖

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https://penghutravel.com/ThemeActivity/Fireworks/Fireworks2022/FR062022.htm
https://www.facebook.com/penghu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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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5（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陪你遊行」活動  報名起跑囉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今年適逢「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 週年，由澎湖縣政府主辦的

「花火 20 陪你遊行」活動於 2 月 10 日開始報名囉!廣邀招募觀光旅遊相關團體、公協會、

學校、社區、街頭藝人、企業團體及一般民眾、遊客報名參加，以「光/LIGHT/LINE-花火

20 澎湖之光」繽紛光亮主題創意 DressCode，組成具有澎湖海洋觀光特色及在地文化風采的

繽紛踩街隊伍，另外歡迎有表演熱忱、有特色、有亮點的團體參加徵選成為花火 20 獎勵踩

藝團體，縣府會提供獎勵金補助踩藝團體提供精彩的演出，邀請您成為花火遊行閃亮新星，

一般民眾和團體報名自即日起至 3 月 27 日止，獎勵踩藝團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3 月 20 日

止，報名請上澎湖 Travel 搜尋相關訊息。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這次遊行活動將特別邀請鐵四帝、NONAME Dance、懶缸藝術

工作室等專業遊行表演團隊提供精彩快閃演出，另外也邀請在地興仁國小、南寮社區和龍門

社區參與街頭快閃，此外也歡迎報名參與遊行的隊伍可以更進一步報名「花火 20 陪你遊行」

踩藝團隊，成為遊行隊伍隨隊演出團體，打造處處有驚喜、各點有活動，營造花火 20 週年

歡樂嘉年華氣氛，也藉由各級團體參與，象徵花火節一路走來受到各界支持協助，也一路陪

伴許多熱愛澎湖的遊客走過 20 年歷史，見證澎湖觀光的成長以及花火節的茁壯、變革與創

新。 

  本次活動訂在 4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由縣府廣場出發，遊行路線涵蓋中正、仁愛、民權、

民生路最後進入觀音亭主場，重頭戲將點亮「花火 20 澎湖光塔」，同時施放今年花火節第一

套「澎湖限定」無人機搭配精彩花火秀，歡迎遊客跟鄉親融入同歡，將馬公市街區化為行動

舞台，為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盛大歡慶。 

  活動詳情請上澎湖 Travel 網站 https://penghutravel.com 及花火節 FB、IG 粉絲專頁下載

報名表，一般民眾可透過線上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報名並全程參與活動即可獲得專屬神秘

小禮物，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https://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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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花火 20 陪你遊行」活動  報名

起跑囉（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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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6（總計 33 篇）】 

 

●歡迎參加「花火 20 陪你遊行」遊行團隊招募說明會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今年適逢「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20 週年，由澎湖縣政府主辦的「花

火 20 陪你遊行」活動 4 月 16 日將由縣府廣場出發一起來熱鬧踩街，將馬公市區化為行動舞

台，廣邀澎湖觀光產業公協會、機關學校、社區、街頭藝人、企業團體和遊客一同踩街，特

訂於 2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在澎湖海洋地質中心舉辦實體招募說明會，2 月 17 日將在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推出線上說明會，幫您了解花火遊行大小事。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本次遊行在 4 月 16 日下午 4 點開始，將由縣府廣場出發，途經

中正、仁愛、民權、民生路，最後進入觀音亭主場點亮「花火 20 澎湖光塔」，晚間 7 點將在

觀音亭演出花火節第一套「澎湖限定」無人機搭配精彩花火秀，為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盛大歡慶。 

  

 花火 20 陪你遊行歡迎大家報名組隊參加，分為一般團體及獎勵踩藝團體，一般團體報名

期限為即日起至 3 月 27 日止，獎勵踩藝團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3 月 20 日止，也歡迎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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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和遊客報名參加，活動詳情請上澎湖 Travel 網站 https://penghutravel.com 及花火節

FB、IG 粉絲專頁下載報名表，一般民眾可透過線上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報名並全程參與

活動即可獲得專屬神秘小禮物，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圖 2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歡迎參加「花火 20 陪你遊行」遊

行團隊招募說明會（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https://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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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7（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陪你遊行  免費體驗繽紛旗袍踩街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 澎湖夏天重頭戲「2022 澎湖海上花火節」20 週年盛大登場，澎湖

縣政府加碼於 4 月 16 日推出「花火 20 陪你遊行」，邀請澎湖縣各觀光旅遊相關團體/公協

會、學校社區、機關單位、街頭藝人及一般民眾、遊客一起踩街，共同歡慶迎接澎湖國際海

上花火節 20 週年，並準備 50 套繽紛旗袍提供參加報名者免費體驗穿著踩街遊行著，遊行隊

伍漫步馬公街區留下屬於花火 20 的美好回憶。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為鼓勵澎湖鄉親與遊客報名並遊行活動裝扮繽紛光亮創意

DressCode，本次特別推出限量彩蛋活動，讓民眾穿上美麗的旗袍穿越時光回到民初，澎湖擁

有全台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善的眷村-篤行十村，濃厚的懷舊氣息讓許多遊客流連忘返，縣府

帶領大家一起 COSPLAY，成為馬公街頭最閃亮的旗袍女郎。 

  

即日起到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免費體驗繽紛旗袍 陪你遊行」貼文按讚、分享並

留言 Tag 三位好友，3 月 21 日將會線上直播抽出 50 位幸運獲獎民眾，活動詳情請上花火節

FB 粉絲專頁，同時也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遊行，縣府在遊行現場將準備精彩的表演、可

愛的遊行小禮送給大家，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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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花火 20 陪你遊行 」，歡迎免費

體驗繽紛旗袍踩街（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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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8（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陪你遊行報名 3/20 日 23:59 截止 

 #花火 20 陪你遊行報名 3/20 23:59 截止： 

#花火遊行 #澎湖花火節，4/16 花火 20 陪你遊行，記得要完成報名，才能拿到縣府準備的專

屬神秘小禮物喔!!! 

#快來拿獎勵，在地團體動起來，有表演熱忱、有特色、有亮點的團體，花火 20 獎勵踩藝團

體就是你，還有 1 天，報名 3/20 23:59 截止 

馬上報名踩藝表演拿獎勵 

 

●圖 26：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花火 20 陪你遊行報名 3/20 日 23:59

截止（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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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29（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陪你遊行  提前至 3/20 日午夜 12 時截止報名 

 

●圖 21：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花火 20 陪你遊行  提前至 3/20 日

午夜 12 時截止報名（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歡慶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特別活動「花火 20 陪你遊行」，

將於 4 月 16 日下午 5 點盛大舉辦，當晚 7 點將在觀音亭施放今年澎湖首場絢麗花火秀和花

火 20 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活動自 2 月 10 日開放報名以來，受到民眾踴躍支持，報名人數已

經突破千人，澎湖縣政府宣布將提前至 3 月 20 日午夜 12 時截止報名（以收件時間為準）。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本次遊行原訂報名至 3 月 27 日，很感謝大家支持鼓勵，報名人

數節節攀升，截至今日已經突破千人，考量活動安全和遊行品質，因此宣布提前到 3 月 20

日午夜 12 時截止，另外完成報名的參與者可以獲得旅遊處專屬神秘小禮物，有「花火 20 限

定運動毛巾」及美麗的「波波氣球」，歡迎大家一同為花火 20 提前慶祝。 

     活動報名即將截止，還沒報名的民眾請加快腳步，報名截止後，主辦單位將統一以電子郵

件說明活動訊息，活動詳情請上澎湖 Travel 網站 https://penghutravel.com 及花火節 FB、IG

粉絲專頁下載報名表，一般民眾可透過線上 google 表單完成報名。數量有限，額滿為止。 

https://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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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0（總計 33 篇）】 

 

花火 20 陪你遊行「獎勵踩藝團體」獲選名單出爐！ 

  

●圖 27：花火 20 陪你遊行「獎勵踩藝團體」獲選名單出爐！（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特別活動「花火 20 陪你遊行」，活

動報名受到民眾及在地團體自發性踴躍報名，報名人數突破千人，為增添遊行豐富度，鼓勵

縣內團體組隊參與「踩藝獎勵徵選」活動，隨團提供踩街表演，創造更多活動驚喜亮點，經
評選後由澎湖縣新住民舞蹈協會-舞動魅力舞團、澎湖康安宮傳統藝術團、馬公國中管樂隊、

仙人掌輪椅舞蹈團、夢想方舟藝能學園、中正國中舞蹈隊、澎湖海事管樂隊、琦琦兒童舞蹈

團 8 團獲選獎勵踩藝團體。 
  澎湖縣政府近年積極提供在地表演團體適合的表演場地和表演機會，從花火節舞台徵選優

秀表演登台，到本次遊行活動提供在地團體踩藝徵選機會，期望藉由優良的競爭機制，讓每

個團體都有合適演出的機會，秉持著越在地越國際的想法，讓澎湖表演藝術能有良好的發揮。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本次遊行活動 4 月 16 日下午 5 點由縣府廣場出發，遊行活動特

別邀請鐵四帝、NONAME Dance、懶缸藝術工作室等專業遊行表演團隊提供精彩快閃演出，

另外也邀請在地龍門社區、南寮社區和菓葉社區參與街頭快閃，歡迎遊客跟鄉親遊行融入同
歡，當晚 7 點在觀音亭將施放今年澎湖首場絢麗花火秀和花火 20 無人機科技燈光秀，歡迎
大家為花火 20 同樂慶祝，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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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1（總計 33 篇）】 

 

澎縣府公布 4/16 花火遊行交通管制作業  請用路人留意 

 

●圖 28：澎縣府公布 4/16 花火遊行交通管制作業  請用路人留意（圖源：澎湖每天電子

報）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澎湖近來最熱門觀光話題不外乎花火節的到來，4 月 16 日提

前開跑的花火遊行報名名額也早被民眾爭搶一空，當日遊行人數超過 1300 人，遊行隊伍

估計將長達 500 公尺以上，當晚 7 時預計在觀音亭園區演出今年第一套澎湖無人機科技燈

光秀搭配煙火，為維護活動安全，澎湖縣政府公告相關活動管制訊息，將自 4 月 16 日下

午 4 時起至晚間 7 時，請民眾配合。 

  

當日活動預計自下午 4 時開始管制，遊行路線自縣府廣場出發，經中正路、仁愛路、民

權路、民生路至觀音亭園區，其中市區道路將採取彈性交通管制，請用路人配合交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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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引導，觀音亭園區週邊（含民生路及民族路交叉路口、介壽路及民族路交叉路口、介

壽路全段以及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側門）將於下午 5 時後禁止汽機車進入。 

  

澎湖縣政府呼籲，活動期間民眾出門務必格外注意交管訊息，也請民眾善用週邊付費停

車場及停車格，同時亦開放市區部份道路人行道停放機車，開放路段包含中正堂至觀音

亭園區道路、民族路、明遠路、治平路、樹德路、民生路、中興路、光明街、仁愛路、

惠民路、中山路、惠民一路、中正路、建國路、重慶街、民權路、三民路及民福路人行

道，同時也建議民眾以步行方式前往活動地點。 

  

大型車輛則以停放於馬公港 6-8 號碼頭以及公車調度站為主，開放停車時間為活動當日下

午 5 時至晚間 11 時，同時請大型車輛進出勿駛入市區道路，請循民族路（公車調度站）

往重光西衛方向，或馬公港 6 至 8 號碼頭沿中山路、民福路往海埔路方向行駛。 

  

近期國內疫情控制狀況較不穩定，縣府目前皆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政策，並秉持

防疫兼顧經濟原則，本次遊行活動也將積極規劃防疫措施，除了要求現場民眾配戴口罩

以外，遊行隊伍將採報到實聯制並造冊，對於未參與遊行而係前往觀音亭園區欣賞煙火

和無人機演出的民眾，將安排工作人員於出入口管制民眾配合實聯制作業後入園。 

  

另為避免民眾與遊行隊伍 同時進入園區造成道路壅塞，遊行活動當日下午 6 時至 6 時 40

分，民生路與民族路交叉路口將暫停開放非遊行隊伍由該路線進入觀音亭園區，如預計

於該時段前往觀音亭園區民眾，請由民族路與介壽路口，或由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旁

進入觀音亭園區，園區內也將安排工作人員加強巡視宣導，後續也將研議並滾動式檢討

於花火節現場實施，更多活動訊息請參考澎湖 Travel 網站和花火節粉絲專頁，同時縣府

也提醒民眾，出門旅遊仍應全程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請大家配合遵守防疫

措施，打造安心旅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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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2（總計 33 篇）】 

 

花火 20 即將登場   千人遊行提前造勢 

 

●圖 29：花火 20 即將登場，千人遊行提前造勢（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今年是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週年，澎湖縣政府特別提前舉辦

遊行活動，為花火 20 揭開序幕，澎湖縣縣長賴峰偉、議長劉陳昭玲聯袂出席，為遊行民眾

帶來祝福和鼓勵，澎湖縣地方產業公協會、商圈、學校、地方表演團體、鄉親和遊客也紛紛

自發組團參加這場盛會，總計超過 1300 人參與這場遊行，主辦方澎湖縣政府旅遊處也送上

可愛的波波球和限定設計毛巾作為活動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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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日遊行除了地方踴躍響應以外，遊客也相當熱情支持，有將近

200 名台灣遊客跨海來參與這場遊行，縣府也邀請專業的踩街團體例如鐵四帝八家將街舞、

懶缸藝術工作室 Cosplay 花神迎春，還有 NONAME 舞團帶來勁歌熱舞，以及澎湖在地南寮社

區和菓葉社區設計可愛逗趣的舞蹈，在遊行途中進行快閃表演。 

  

此外今日澎湖康安宮涼傘團、新住民舞蹈協會、仙人掌輪椅舞蹈團、琦琦兒童舞蹈團、馬

公國小音樂班、澎湖海事水產職業學校管樂團、澎湖青少年交響樂團、中正國中舞蹈隊、菊

響曼陀林樂團、夢想方舟藝能團隊都帶來隨團精彩演出。 

  

澎湖在地馬公商圈繁榮促進會、澎湖郵局、澎湖監理站、澎湖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澎科

大通識教育中心、澎湖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協進會、員貝社區、國際蘭馨交流協會、澎湖縣視

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也紛紛組團參與踩街，還有 50 位幸運民眾穿上主辦單位準備的

旗袍成為踩街「嬌」點，讓整場活動更添繽紛熱鬧。 

  

遊行由澎湖縣政府廣場出發，繞行馬公市區，抵達終點觀音亭園區，縣府特別設置迎賓光

廊和光塔，點亮澎湖，也為提前慶祝即將到來的花火節，晚間因氣候因素，雖未進行原訂的

無人機演出，但縣府依然準備精彩的五分鐘煙火秀，為澎湖夜空染上七彩的光芒。 

  

縣府亦呼籲目前國內疫情有升溫跡象，民眾出遊務必注意自我保護，也請民眾務必打滿三

劑疫苗，今日到場遊行民眾更是全數配合實聯制並佩戴口罩，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

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和澎湖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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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3（總計 33 篇）】 

4/16 日參與花火 20 觀音亭現場看煙火 經警察局統計約 4000 人 

 

●圖 30：4/16 日參與花火 20 觀音亭現場看煙火，經警察局統計約 4000 人（圖源：澎湖

每天電子報） 

●4/16 日參與花火 20 陪你遊行人數約千人，觀音亭現場看煙火，經警察局統計約 4000 人； 遊

行由澎湖縣政府廣場出發，繞行馬公市區，抵達終點觀音亭園區，縣府特別設置迎賓光廊和

光塔，點亮澎湖，也為提前慶祝即將到來的花火節，晚間因氣候因素，雖未進行原訂的無人

機演出，但縣府依然準備精彩的五分鐘煙火秀，為澎湖夜空染上七彩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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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4（總計 33 篇）】 

 

澎湖好行公車  下半年度乘車券 6 月 15 日起開賣 

 （記者李復源報導）澎湖台灣好行，是專為觀光旅遊規劃的接駁公車，營運路線包含兩路線

「媽宮北環線」與「媽宮湖西線」，專車接駁，專責人員負責導覽，行程安排豐富多元，性

價比高。今年下半年度乘車票券於 6 月 15 日(星期三)凌晨零點起開賣，請大家儘早完成購

票與劃位程序，讓遊程更順遂! 

  旅遊處表示，為推廣媽宮湖西線聚落型旅遊接待，提供參加旅客更舒適及完整之遊程服務

體驗，7 月份起湖西線行程略有調整，上午安排前往南寮社區、菓葉灰窯、龍門閉鎖陣地，

由社區提供導覽服務，分享在地精采故事，藉由半日遊程深入體會湖西聚落文化。下午參觀

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及澎湖遊客中心，室內的展覽空間，除看展外，還能認識澎湖最真、

善、美的海島風情與最詳實的旅遊資訊，湖西線豐富的歷史人文與觀光景點，獨具特色，值

得內行的您一訪。 

  媽宮北環線，行經白沙鄉、西嶼鄉，沿途海灣景緻與旅遊景點，是不少來澎遊客指名必遊

的經典路線，想一手掌握北環線好吃、好玩、好看的，就趕緊預約參加北環路線，由隨車導

遊帶領大家認識通梁古榕、漁翁島燈塔、大菓葉玄武岩柱、二崁聚落、小門鯨魚洞與跨海大

橋，行程豐富，包您滿意!    

兩路線原則每日各出車一趟次，旺季期間將視旅客搭乘狀況彈性加開班次，為了旅遊品

質，呼籲大家事先完成購票劃位，至遲需於乘車日前一天傍晚 6 點前完成。澎湖好行票券於

澎湖好行官網、便利超商(7-11i-bon 機台、全家 Famiport機台)、KKDAY、可樂旅遊、易遊

網等通路均可購買，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澎湖好行兩路線，預計下半年度由民間業者(捷順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營運，目前正緊

鑼密鼓籌備中，業者也引進 4台低地板電動公車加入載運之列，屆時將提供好行遊客更具彈

性的行程、更便捷，且安全舒適的低碳旅運服務，想體驗電動巴士遊澎湖，就購票預約搭乘

澎湖好行吧！相關資訊請詳澎湖好行官網

https://www.penghufuneasy.com.tw/penghufuneasy/ )。     

 

https://www.penghufuneasy.com.tw/penghufun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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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5（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感謝各界熱情贊助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今年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將於 4 日 25 日盛大開幕，活動內容以花

火 20 周年為主軸，將再度攜手熱門 IP LINE FRIENDS 擴大規模辦理，推出主題無人機科技

燈光秀以及煙火，花火節是澎湖縣最具代表性之大型觀光活動，亦吸引許多贊助商投入合作

贊助，共同推廣行銷在地觀光活動，今年適逢花火 20 周年，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DIKE 雙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澎坊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momo 富邦媒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企業集團皆大力支持及贊助，打造花火企業主題之夜，共同歡慶花火

20。 

  

另外也有許多在地公協會和公司行號支持花火節，常年支持澎湖觀光的澎湖海悅飯店則贊

助 10 萬元現金，滿天星航運贊助 100 張船票，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凱旋海運及海上皇宮育

樂股份有限公司也分別贊助機票、船票，另外感謝澎湖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澎湖縣民宿發

展協會、媽宮食品工廠、金八達快艇、海豚灣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亞果遊艇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各贊助 5 萬元現金，以及和田大飯店贊助 3 萬元現金和價值 2 萬元住宿券，元泰大飯店、

黑妞原味小鋪、康倪海洋生技丑丑館提供 5 萬元之商品贊助。 

  

安一海景大飯店、上安通運有限公司、金永順旅行社、澎湖縣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亦

贊助 3 萬現金，台灣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澎湖灣行旅、雅霖大飯店、澎湖縣旅遊服務業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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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則提供價值數千或上萬元不等之物資或現金贊助，還有全家便利商店及臺虎精釀啤酒也

加入花火合作行列共同推廣行銷澎湖品牌。 

  

澎湖縣政府感謝各界支持，讓花火節順利邁入第 20 年，也呼籲地方旅宿、交通及觀光相

關業者配合防疫政策，加強環境消毒，並請旅客配戴口罩，保持安全距離，另外也請前往參

加花火節活動的民眾在現場務必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圖 31：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感謝各界熱情贊助（圖源：澎湖每

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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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6（總計 33 篇）】 

●澎縣府旅遊處公布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場次時間一覽表 

●澎縣府旅遊處公布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場次時間一覽表，歡迎國人屆時踴躍抵

澎共襄盛舉(111 年 03/16 下午發布)：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 ... 006698552082&sfnsn=mo 

 

●圖 32：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澎縣府旅遊處公布 2022 澎湖國際

海上花火節活動場次時間一覽表（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3198790650354189&id=100006698552082&sfns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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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7（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花火 20 週年 活動海報開放索取囉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花火 20 週年  精彩永續綻放 Life on LINE 
活動海報開放索取囉 
◎地點 1︰澎湖縣政府旅遊處（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30） 
◎地點 2︰海洋地質公園中心（馬公市新明路 71 號，每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
00） 
洽詢電話︰06-9268545 觀光促進科 
 

 

●圖 33：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活動海報開放索取囉（圖源：澎湖

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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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8（總計 33 篇）】 

 

●5 月 7 日外垵漁港花火秀  共同歡慶花火 20 周年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即將於 4 月 25 日開幕，今年適逢花火節

邁入 20 周年，澎湖縣政府也擴大辦理花火 20 系列活動，除了特別規劃「花火 20 陪你遊行」

的加場演出，以及觀音亭園區、七美、望安、吉貝及澎水百年校慶等共計 24 場次演出，而

原訂於 2 月 20 日配合外垵元宵活動的 10 分鐘煙火秀因氣候不佳，將改為 5 月 7 日晚上 8 時

於西嶼外垵漁港施放，並與西嶼鄉公所的母親節及農漁特產相關活動結合。 

  

澎湖縣政府表示，今年花火節將以系列活動規劃，期盼透過各活動的串聯，發揮花火節點

燃澎湖縣觀光熱潮的角色，目前除了精彩的花火節以外，還有 4 月 16 日花火遊行、預計 4

月 18 日開館的花火紀念回顧展，以及夏季將延續點燃花火 20 熱潮的「澎湖國際海上燈光節」

等活動，外垵漁港花火秀因氣候因素延期，經縣府與西嶼鄉公所以及地方社區討論後，地方

提議延期至 5 月 7 日辦理，歡慶母親節，同時當日恰逢花火 20 週年期間，預期可讓整體活

動更精彩。 

  

5 月 7 日除了縣府規劃的煙火秀以外，西嶼鄉公所也規劃「111 年度西嶼鄉農漁特產暨母

親節表揚活動」，內容包含母親節表揚、農漁特產試吃展售、舞台表演、有獎徵答等，將透

過活動的相互搭配，產生加乘效益，縣府也將設計以母親節意象主題的煙火秀，展顯母親的

光輝，歡迎大家一同前往觀看，參加花火節系列活動歡慶母親節，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澎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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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或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https://travel.penghu.gov.tw/penghu/ 

  

●圖 3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 5 月 7 日外垵漁港花火秀  共同歡

慶花火 20 周年（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https://travel.penghu.gov.tw/pen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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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39（總計 33 篇）】 

5／28-05／30 澎縣府暨七美鄉公所 

 ●首次聯合推出｛七美花火+七美璀璨星空音樂晚會｝盛況將可期 

●05／28-05／30 澎縣府暨七美鄉公所，首次聯合推出｛七美花火+七美璀璨星空音樂晚會｝，

盛況將可期；七美鄉長呂啟俊籲請有意參與之遊客提早安排交通及住宿【111 年 03／12 下午

發布】： 

 

●圖 35：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周年 5／28-05／30澎縣府暨七美鄉公所 首
次聯合推出｛七美花火+七美璀璨星空音樂晚會｝盛況將可期（圖源：澎湖每
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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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0（總計 33 篇）】 

 

●花火節 20 週年一系列主題文創商品相當討喜每款商品都各具巧思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花火節 20 週年一系列主題文創商品相當討喜，每款商品都

各具巧思，未來在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現場、花火體驗館以及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皆可購

買【111 年 03／19 下午發布】： 

 
圖 36：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一系列主題文創商品相當討喜，每

款商品都各具巧思（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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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1（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限定商品開放預購 

 

●圖 37：「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限定商品開放預購（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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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今年邁入 20 週年，將再次攜手與

LINE 合作並於 4 月 25 日盛大開幕，活動現場也推出「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暨花火

20 限定商品，2022 花火節×LINE 限定商品品項有花火節限定成人 T 恤(黑、白)、花火節限

定兒童 T 恤(黑)、花火節限定海灘巾、花火節限定熊大莎莉刺繡棒球帽及花火節限定晴雨兩

用折疊傘，另花火 20 紀念商品品項有花火 20 經典紀念 T 恤、紀念帽、紀念提袋、窯燒紀念

杯、紀念小夜燈、紀念鑰匙圈及澎湖紀念明信片 10 款等多樣商品。 

  

  縣府並推出許多好康優惠，凡購物即可獲澎湖限量口罩 1 個，滿 500 可獲得澎湖限量口罩

1 個+抽獎機會 1 次，滿 1000 元可獲得澎湖限量口罩 1 個+紀念 T 恤 1 款+紀念袋 1 個+抽獎

機會 1 次，滿 1500 元可獲得澎湖限量口罩 1 個+紀念 T 恤 1 款+紀念袋 1 個+雞母狗造型香

皂 1 個+抽獎機會 1 次，滿 3000 元可獲得澎湖限量口罩 1 個+紀念 T 恤 1 款+紀念袋 1 個+雞

母狗造型香皂 1 個+紀念郵冊 1 本+抽獎機會 1 次，買越多送越多，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 LINE FRIENDS 聯名商品及花火 20 週年紀念商品與亞洲領

先設計購物網站 Pinkoi 及全家便利商店合作，Pinkoi 即日起搶先開放線上預購，商品詳細資

訊：https://penghutravel.com/Food/CreativeGoods/linecreativegoods2.htm，另外 4 月 25 日

起於澎湖全家便利商店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現場販售，大家一定不可以錯過這檔限量

聯名及 20 週年紀念商品，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https://penghutravel.com/Food/CreativeGoods/linecreativegoods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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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2（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澎湖場記者會】3/24 假澎澄飯店舉辦 

 

●圖 38：●澎縣府旅遊處定本週四（3/24）上午 10：30 假澎澄飯店玄武廳舉辦【2022 澎湖

國際海上花火節澎湖場記者會】（＊因配合 LINE 內部設計審查作業，邀請卡 3/21 日才送抵

澎湖，縣府旅遊處同仁當天上午前往機場領取）【111 年 03／21 下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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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0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3（總計 33 篇）】 

 

花火 20 澎湖優鮮帶回家  最多折價千元回饋省最大 

 夢幻藍瓜石斑魚培育成功  

 

圖 39：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花火 20 澎湖優鮮帶回家」  最多折

價千元回饋省最大（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全縣迎最大盛會，雙強聯手，推動澎湖優鮮水產伴手禮 

澎湖今夏迎來盛大的花火節 20 週年慶，推廣在地澎湖優鮮伴手禮第 3 年，成果有成，2021

年共銷售 18,000 組，今年 4/1 至 9/30 澎湖縣政府將在地資源跨域整合，包括結合國內航空業

者立榮航空、華信航空，兩大空中交通業者，與當地滿天星等三家航運業者，除此之外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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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旅行社、導遊、伴手禮名店與超過 200 家在地民宿業者簽約『澎湖優鮮特約販售點』，將

純海水箱網養殖的海鱺、龍膽石斑、龍虎斑並加入今年成功培育出的夢幻逸品藍(黃)瓜石斑

組成澎湖優鮮水產伴手禮與登機證、登船證結合，遊客只要掃描票券背面的 QRCODE 進入

購買頁面，輸入登機(船)票號，即可享澎湖優鮮水產品，折價千元的好康優惠，或是透過民

宿、導遊業者代訂服務，直送機場取貨，或可選擇宅配、全台全家便利商店取貨，運送過程

全程冷凍配送，伴手禮到家即到貨，陸海空整合串連，在萬物皆漲的時代，來澎湖觀賞璀璨

煙火同時，放大手中交通票券價值，機票、船票抵現金帶在地澎湖優鮮伴手禮回家最有感，

省最大，創造千萬在地商機。 

  

●防疫有成，除了看花火，還能體驗澎湖在地獨特箱網產地體驗之旅 

不再悶了！疫情防疫有成，為期兩個月的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搶得先機，類出國旅行的離島

澎湖成了國人旅遊首選之一。縣長賴峰偉說，為了提升澎湖觀光的品質，讓更多遊客能認識

澎湖，海陸空的業者通通動起來，運輸業、旅遊業、養殖業都串連起來，澎湖擁有最純淨無

汙染的海上環境，豐富的海洋資源，今年不但人工繁殖成功夢幻藍(黃)瓜石斑，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海鱺、龍膽石斑、龍虎斑等水產品，在澎湖的海上箱網養殖超過 80 公頃，箱網養殖

水產品產量佔全台八成以上，是最大的箱網漁業供應來源，澎湖的海洋、漁業與觀光密不可

分。今年天和海洋漁場開放箱網產地體驗行程，洗魚、換網、餵食秀，每星期二、五兩日，

每日上午 10 點、下午 2 點各一場，每場約 1 小時，可與在地旅遊民宿業者報名，來澎湖大

啖鮮美水產之餘，更深入認識食魚文化，出海體驗澎湖特有的箱網養殖產業。 

  

夢幻逸品-藍(黃)瓜石斑，家用消費市場獨家搶先首賣 

澎湖箱網業者陳連生表示：深海魚種黃瓜、藍瓜石斑，一般棲息在 100 至 150 米深處，且海

水較為低溫的環境下，要養殖在相對較淺，水深約 10 米深的海上箱網非常不容易，在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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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十分少見。今年澎湖優鮮業者成功養殖，補撈上岸後以 RO 水清洗、加工分切成輪切單

片包裝後送入超低溫急速凍結，乾淨零廚餘，魚皮膠質豐富、魚肉脆甜，方便家庭使用，搭

配花火節機票購買，享優惠帶回家。 

箱網協會理事長說，澎湖優鮮伴手禮活動今年邁入第三年，澎湖縣府大力支持陸海空地方跨

域整合，購買途徑更多元便利，產地透明公開，提供四種魚種，讓遊客的選擇更豐富，澎湖

縣政府協助把關檢驗，讓澎湖優鮮水產品，透明、安全、新鮮。 

  

大型魚，小分切真空包，業者創新讓小家庭好料理 

澎湖箱網裡的魚動輒三到五公斤，大的龍膽石斑甚至達 15 公斤以上。以前消費者一想到買

回家後繁瑣的處理過程，只能望魚興嘆。現在業者一箱一條魚的小包裝組合，讓消費者不再

卻步。農漁局長胡流宗說，澎湖優先禮盒銷售數據上第一年的一萬多組，第二年近兩萬組，

估計今年應該可以超過三萬組以上，現在都是小家庭，農漁產品必須更精緻，才能獲得青睞，

包裝上也要考慮送禮的需求，產品才會長銷。 

  

2022 花火節澎湖優鮮箱網魚品優惠組

魚種 

原料 

規格 

原價 

憑機(船)票根免運

價 

無機(船)票 

特價(未含運) 

龍膽石斑全魚分切禮盒/(半尾) 7.5 公斤 $7,200 $5,000 $6,050 

海鱺全魚分切禮盒/(半尾)(生魚片+切

片) 
4 公斤 $3,200 $2,390 $2,590 

藍(黃)瓜石斑 1 公斤/尾+龍虎斑 1.75 公斤/半尾  $3,290 $2,360 $2,560 

龍虎斑全魚分切禮盒/(尾) 3 公斤 $2,760 $1,680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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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4（總計 33 篇）】 

（第 2 場 04/28）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澎湖花火 20 主題無人機首秀 

 

●圖 40：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澎湖花火 20 主題無人機首秀（圖源：澎湖每天電子

報） 

（記者吳素貞／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4/28 晚間於澎湖馬公觀音亭園區展開第

二場次，首秀澎湖花火 20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延續開幕場的精彩帶給遊客不同的感動，

今年第一組民眾報名「愛在花火 佳偶召集令」，自製動人影片，完成浪漫的求婚儀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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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來大家的祝福。 

  

當天活動於晚間 8 點開始，首先由夢想飛行 GINO 帶來演出，一個喜歡旅行的流浪歌手，

因為愛上澎湖的美而決定留在澎湖，希望能在澎湖帶起音樂駐唱表演的氛圍，接著邀請到澎

湖縣仙人掌藝術推廣學會及仙人掌輪椅舞蹈團合作帶來的舞蹈表演，一群致力於身心障礙者

親近藝術及熱愛舞動的身心障礙人士共同演出，帶給大家舞蹈的魅力。另外今晚求婚成功的

是來自台中的池先生親自剪輯影片，主辦單位協助上演了一場遺失手機的戲碼，成功藉由撥

打好友電話的方式將女友帶上舞台，當著眾人的面勇敢示愛，也博得女友感動萬分大聲回

應︰「我願意！」，台下民眾更是紛紛鼓掌祝賀兩人有情人終成眷屬。 

  

緊接著是 9 點的 PENGHU 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及煙火施放，首先出現的是花火 20LOGO 象徵

一個全新的紀念形象，以花火永續綻放為主題，希望將花火節永遠留在大家心中，接著是花

火節主場地虹橋、鳳凰展翅等，象徵花火歷經草創艱困，一路走來迎向 20 週年，接著以觀

音菩薩的恩澤滋潤大地，帶來澎湖花火永續綻放。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為了慶祝花火 20，除了璀璨的煙火、創新的無人機科技燈光秀

及精彩的舞台演出外，也設計、開發一系列紀念商品，商品種類多樣，提供遊客挑選，另外

還為 20 週年規劃小彩蛋活動，凡身分證字號末兩碼為 20 或生日為 20 日之遊客即可持身份證

明文件正本好禮二選一，可選擇兌換花火 20 限定口罩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或澎湖紀念明

信片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吸引許多民眾前來兌換，20 週年小彩蛋活動每場次都有，也

歡迎大家每場次都可以過來兌領。 

  

澎湖花火節今年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一、四在觀音亭園區舉辦，另外還規劃 5 月

21 日配合澎水百年校慶周末加場，以及 5 月 28 日七美場、6 月 11 日望安場以及 6 月 25 日吉

貝場等三個離島場次，總計 24 場花火活動，場場都精彩，期能帶給旅客不同的驚喜，另外

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請大家下載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且園區內應全程配戴口罩，保

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讓花火 20 週年活動得以順利圓滿落幕。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

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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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5（總計 33 篇）】 

（第 3 場 05/02）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5/2 火樹銀花精彩吸睛 

  

 

●圖 41：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5/2 火樹銀花精彩吸睛（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5/2 晚間於澎湖馬公觀音亭園區展開，原

訂第二場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因風雨取消演出，澎湖縣政府為了不讓前

來參與的民眾失望，10 分鐘的花火秀照常施放，精彩絢爛煙火也令人目不轉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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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政府表示，當天活動如期於晚間 8 點開始，但因天候不佳，原規劃表演團體為國樂

及舞蹈演出，考量樂器維護及戶外場地濕滑取消演出內容，更改以音樂播放形式讓來觀音亭

現場的民眾聆賞雨中音樂會，另外原訂第三場次 LINE FRIENDS 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亦

取消演出，然而並未澆熄民眾對花火節的熱情，低中高空煙火發射，於夜空中爆出燦爛煙花，

一發接著一發火樹銀花，吸引民眾驚呼連連。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為了慶祝花火 20，除了璀璨的煙火、創新的無人機科技燈光秀

及精彩的舞台演出外，也規劃一系列週邊活動，於 4 月 27 日在篤行十村低碳館正式開幕的

花火 20 紀念回顧展，展出花火節 20 年來的榮耀與驕傲，還有規劃拍照打卡區和精緻的商品

展售區，其中回顧展有專屬限定活動，凡在回顧展中購買滿 1,000 元，即可獲得花火 20 周年

紀念回顧展獨家徽章 1 組，質感滿分只送不賣，大家趕快來收藏。 

  

 還有 2022「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本次攝影活動徵件時間自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拍攝主題分為花火組及一般組，網羅澎湖花火節精彩瞬間及自然人文風光，獎金豐富，

總獎金高達 28 萬 6,000 元，其中花火組金獎將獨得新台幣 8 萬元，歡迎喜愛攝影、美景的攝

影好手們帶著相機遊澎湖，透過精美的攝影作品，紀錄澎湖花火 20 周年及澎湖多樣的美。 

  

 另外花火節期間，在觀音亭旁台灣菸酒公司馬公營業所東側邊廣場(民族路、民生路口)，

有花火市集進駐，多樣展售內容，讓民眾挑選購買，澎湖花火節今年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一、四在觀音亭園區舉辦，場場都精彩，期能帶給旅客驚喜，不過澎湖縣政府表示考

量國內疫情仍不穩定，建議民眾可分地分流欣賞花火，也精選金龜頭、馬公第三漁港、案山

漁港、西嶼赤馬安檢站、重光草原等 5 個觀賞點，供民眾分流觀賞煙火。另外為配合中央防

疫政策，請大家下載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且園區內應全程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

他人，讓花火 20 週年活動得以順利圓滿落幕。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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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6（總計 33 篇）】 

（第 4 場 05/05）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5 月 5 日澎坊之夜圓滿成功 

   

 

●圖 42：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5 月 5 日澎坊之夜圓滿成功（圖源：澎湖每天電子

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澎坊之夜 4/5 晚間於澎湖馬公觀音亭園區

展開，由「澎坊股份有限公司」贊助，澎湖縣長賴峰偉及議長劉陳昭玲也蒞臨現場致贈感謝

狀，對澎坊多年來深耕澎湖並回饋地方表達肯定，9 點整帶來第二套全新的 PENGHU 無人機

科技燈光秀「菊島記憶」及炫麗煙火，讓遊客驚呼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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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長賴峰偉表示，澎坊股份有限公司贊助花火節至今已邁入第 11 年，澎坊深耕澎湖

多年，感謝澎坊共同為澎湖觀光發展打拼，促進澎湖觀光商機，長期以來支持縣府政策和地

方發展，持續回饋地方，為離島觀光產業發展共同努力。今晚活動於晚間 7 點 40 分開始，

首先由「菊之音管弦樂團」及「白沙鄉健康舞蹈協會」帶來精彩表演，壓軸的是入圍金曲獎

最佳新人的 Karencici 帶來好聽的組曲，緊接著是 9 點的 PENGHU 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及煙火

施放，以 500 台無人機帶來全新主題「菊島記憶」，澎湖縣花天人菊在空中緩緩綻放，向民

眾說明菊島之名的由來，接著蒙面女郎搭著牛車出場、石磨磨米漿，澎湖冬至傳統雞母狗、

踏涼傘等象徵澎湖傳統習俗的圖型，讓民眾感受澎湖文化豐厚底蘊，更讚嘆不已，接著長達

10 分鐘的煙火秀由專業團隊精心設計，以高空煙火搭配觀音亭環場特色，讓菊島之夜璀璨綻

放，動感音樂舞曲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潮，為今晚的澎坊之夜畫下完美的句點。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活動現場設有展售區販售與 LINE 合作之專屬限量商品以及花火 20

週年限定的紀念商品，商品種類多樣，場場皆吸引遊客排隊搶購，只要現場購買滿 500 元，

即可獲抽獎機會 1 次，獎項內容有台澎來回機票、船票、五星級飯店住宿券、餐券、行程體

驗券等多項好禮，所有獎項都可現場領取，歡迎大家來現場選購。另外為了慶祝花火 20，也

規劃一系列週邊活動，在篤行十村低碳館正式開幕的花火 20 紀念回顧展，展出花火節 20 年

來的榮耀與驕傲，還有現正徵件中的 2022「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活動，獎項豐富，相關

活動訊息可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了解。 

  此外花火節活動日在觀音亭旁台灣菸酒公司馬公營業所東側邊廣場(民族路、民生路口)，

有花火市集進駐，多樣展售內容，讓民眾挑選購買，同時澎湖縣政府表示考量國內疫情仍不

穩定，建議民眾可分地分流欣賞花火，也精選金龜頭、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西嶼赤馬

安檢站、重光海堤等 5 個觀賞點，供民眾分流觀賞煙火。另外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請大家

下載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且園區內應全程配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讓花火 20

週年活動得以順利圓滿落幕。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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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7（總計 33 篇）】 

 

5 月 7 日外垵漁港花火秀因故臨時取消 

係因「西嶼鄉農漁特產暨母親節表揚活動」停辦取消施放 

 

 

●5 月 7 日外垵漁港花火秀因故臨時取消圖 43：（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李復源報導）西嶼鄉公所原訂於 5 月 7 日辦理「111 年度西嶼鄉農漁特產暨母親節

表揚活動」，因受疫情影響，西嶼鄉公所 3 日宣布取消活動，澎湖縣政府旅遊處原配合該

活動辦理外垵漁港煙火秀也將配合取消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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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花火節今年自 4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每週一、四在觀音亭園區舉辦，另外還規劃 5

月 21 日配合澎水百年校慶周末加場，以及 5 月 28 日七美場、6 月 11 日望安場以及 6 月

25 日吉貝場等三個離島場次，總計 24 場花火活動，場場都精彩。考量分流分眾，澎湖縣

政府也鼓勵民眾至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金龜頭、西嶼赤馬安檢站、重光海堤等地

點，亦可欣賞到美麗的煙火。 

  

 澎湖縣政府表示，今年花火節適逢 20 周年，除了精彩的花火節已於 4 月 25 日正式展

開外，還有 4 月 27 日於篤行十村開館的「花火紀念回顧展」，民眾可入內參觀了解花火

節如何歷經 20 年的轉變，演進為今日全臺首屈一指的煙火指標活動，以及 3 月 1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收件的「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此攝影比賽拍攝主題分為花火組及一般組

(包含自然人文風光)，歡迎對攝影有興趣的民眾一同來澎湖捕捉精彩美麗的畫面。 

  

 澎湖縣政府也提醒參與花火節的民眾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下載臺灣社交距離 APP，園區

周遭也有工作人員提供酒精消毒，請民眾做好自身的防疫，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一同

平安地欣賞美麗的煙火。詳細活動內容請上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或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https://penghutrave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hfireworks/
https://penghu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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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8（總計 33 篇）】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宣佈取消離島場次 

 

 

●圖 4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宣佈取消離島場次（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於 4 月 25 日開幕以來，因時逢國內疫情

逐步升溫，縣府對於防疫工作亦是謹慎注意，原訂 5 月 28 日、6 月 11 日以及 6 月 25 日舉辦

七美、望安以及吉貝場次，因當地公所考量疫情影響，以及離島醫療能量承載，向縣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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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離島場花火節，因此縣府配合宣佈取消離島場花火節活動。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花火節是澎湖年度重大觀光活動，尤其今年適逢花火節 20 週年，

更是國旅矚目焦點，舉辦期間雖遇國內疫情升溫，縣府亦是配合中央防疫政策，秉持防疫與

經濟發展同步，策辦今年花火節活動。 

  

 雖然離島花火場次取消，但觀音亭園區主場依然按原訂計畫進行，縣府也呼籲大家出外旅

遊要配合防疫政策，勤洗手，戴口罩，並下載台灣社交距離 APP，另外縣府也推薦幾個煙火

欣賞點，包含金龜頭、重光海堤、第三漁港、案山漁港、赤馬安檢站等地點，也歡迎民眾發

掘更多煙火觀賞點，推薦給大家，喜愛攝影民眾也千萬不要錯過「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

發現澎湖煙火最美角度，用您的鏡頭紀錄花火 20 週年。 

  

 同時今年縣府也開發許多限量文創商品，無論是可愛的 LINE 聯名紀念品還是經典花火 20

紀念品，都是最佳伴手禮，期間限定、獨一無二，除了花火節現場，澎湖各大全家便利商店

亦有販售，另外不方便到場的民眾也可以前往 Pinkoi 網站線上購物，一同歡慶花火 20，更多

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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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49（總計 33 篇）】 

（第 5 場 05/09）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第五場煙火秀依然精彩 

 無人機因八點半一陣突發陣雨，導致無法依照原定計畫演出，但 

長達 10 分鐘的煙火秀由專業團隊精心設計，以高空煙火搭配觀音 

亭環場特色施放，照亮澎湖夜空。 

  

 

●圖 45：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第五場煙火秀依然精彩（圖源：澎湖每天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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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第五場煙火秀今晚升空，於澎湖馬公觀音

亭園區閃耀登場，無人機因八點半一陣突發陣雨，導致無法依照原定計畫演出，但長達 10

分鐘的煙火秀由專業團隊精心設計，以高空煙火搭配觀音亭環場特色施放，照亮澎湖夜空。 

  

 今晚活動於晚間 8 點開始，首先由「菊響曼陀林樂團」帶來演出，菊響曼陀林樂團成立於

109 年，由林美惠老師所帶領，成員大多為社大曼陀林研習班的團員，主要的使用樂器係來

自義大利簡稱「曼陀林」的弦琴，接著由黃春梅老師指導的「舞動媚力舞團」由不分國界且

熱愛舞蹈為藝術努力分享的團員所組成，多年來致力於縣內演出，獲得民眾熱愛，今年再度

登上花火舞台，帶給現場民眾無限魅力。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表示今年為了慶祝花火 20，於 4 月 27 日在篤行十村低碳館正式開幕的

花火 20 紀念回顧展，展出花火節 20 年來的榮耀，還有規劃拍照打卡區和精緻的商品展售區，

其中回顧展有專屬限定活動，凡在回顧展中購買滿 1,000 元，即可獲得花火 20 周年紀念回顧

展獨家徽章 1 組，質感滿分只送不賣，大家趕快來收藏。還有現正徵件中的 2022「抓住澎湖

之美」攝影比賽活動，獎項豐富喜愛攝影的你們快來參加唷。 

  

 此外活動現場設有展售區販售各樣花火 20 紀念商品，商品種類多樣，只要現場購買滿 500

元，即可獲抽獎機會 1 次，獎項內容有台澎來回機票、船票、五星級飯店住宿券、餐券、行

程體驗券等多項好禮，所有獎項都可現場領取，歡迎大家來現場選購。 

  

 另外花火節活動日在觀音亭旁台灣菸酒公司馬公營業所東側邊廣場(民族路、民生路口)，

有花火市集進駐，多樣展售內容，讓民眾挑選購買，同時澎湖縣政府表示活動舉辦期間遇國

內疫情升溫，呼籲民眾出外旅遊的同時也要配合防疫政策，縣府也推薦幾個花火觀賞點，包

含金龜頭、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西嶼赤馬安檢站、重光海堤以及搭乘載客船在海上觀

賞等，供民眾分流觀賞煙火。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請大家下載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

勤洗手，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更多活動訊息歡迎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

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    指導單位：澎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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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 20 周年特刊」系列報導之 50（總計 33 篇）】 

（第 6 場 05/12） 

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天佑菊島」澎湖主題無人機首登場 

  

 

●圖 46：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天佑菊島」澎湖主題無人機首登場（圖源：澎湖

每天電子報） 

（記者陳猛／澎湖報導）2022 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全新澎湖主題無人機科技燈光秀「天

佑菊島」5/12 晚間首次登場，晚間 9 點整由 500 台無人機帶來深受全臺信仰的天上聖母-

媽祖，為臺灣祈福平安度過疫情，接著低中高空煙火搭配觀音亭園區場地特色施放，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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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現場每位民眾震撼感受。 

  

當晚活動於晚間 8 點開始，由康安宮傳統藝術團表演如宮廟涼傘，各式兵器與武術演練

等將廟會中熱鬧氣氛搬上舞台，極具澎湖在地特色，帶給民眾豐富多元的傳統文化藝術，

另外也播放了「黑石的故鄉」影片以澎湖玄武岩為主題，娓娓道來玄武岩對澎湖人在產

業、宗教、美食、工藝、建築的影響，後續將定時在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播放，歡迎

前往欣賞。 

  

澎湖縣政府為花火 20 週年特別規劃彩蛋活動，凡身分證字號末兩碼為 20 或生日為 20

日之遊客即可持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好禮二選一，可選擇兌換花火 20 限定口罩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或澎湖紀念明信片加指定商品 100 元折價券，自開幕以來吸引許多民眾前來

兌換，只有活動現場才有，快來一起分享這份喜悅吧。 

  

另外今年為了慶祝花火 20，於觀音亭入口處製作的「迎賓光廊」及園區內 10 米高的「花

火 20 光塔」，成為花火節期間觀音亭的新地標，吸引許多遊客拍照留念，還有在篤行十

村低碳館正式開幕的花火 20 紀念回顧展，也規劃拍照打卡區，拍照留下回憶後，還可以

參加現正徵件中的 2022「抓住澎湖之美」攝影比賽活動，獎項豐富喜愛攝影的大家趕快

來參加唷。 

  

同時澎湖縣政府表示活動舉辦期間遇國內疫情升溫，呼籲民眾出外旅遊的同時也要配

合防疫政策，目前觀音亭園區內人潮已較往年減少，今年遊客也紛紛前往縣府推薦的花

火觀賞點賞花火，包含金龜頭、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西嶼赤馬安檢站、重光海堤

以及搭乘載客船在海上觀賞等，降低人聚集的風險。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請大家下載

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勤洗手，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更多活動訊息歡迎

參考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粉絲專頁及澎湖 Travel 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