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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北疆~馬祖戰地自然人文五日遊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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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南竿~假期大飯店 

假期飯店位於馬祖南竿鄉福澳村 96 號，曾獲得連江縣九十六年度旅館民宿業衛生優良

示範店遴選活動優等獎，飯店房間簡單乾淨舒適，是您到馬祖旅遊最佳的選擇，假期

飯店竭誠的邀請您的蒞臨。 

    
北竿~龍福山莊 

佔地數百坪的龍福山莊，飯店內包含了會議室、VIP 卡拉 OK 包廂、中西餐廳、咖啡

吧、pub 舞池、開放式卡拉 OK、精品區，目前為馬祖第一家合法且領有執照的觀光飯

店。完善的設備、精緻的餐飲、親切的服務定能讓在外的遊客們有種備受尊榮的感

覺。 

    
東引~馬蓋先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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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松山機場→南竿~馬祖酒廠、八八坑道、鐵堡、大漢據點、大砲連、雲台山、

八八坑道、北海坑道~搖櫓船~夜探藍眼淚 

行

程

內

容 

【馬祖酒廠】參觀，品嘗八八坑道美酒，其中以大麴、高梁和陳年老酒最受歡迎，

也是馬祖酒廠的招牌。 

【八八坑道】原是儲存軍需的戰備坑道，如今則是窖藏酒罈的坑道，一靠近坑道口，

就可以聞到酒香味。 

【鐵堡】一座神祕的海上碉堡，將岩礁挖空做為軍事基地，裡面的石室、廁所、廚

房全都貨真價實，而馬祖唯一有軍階的狼犬就曾駐防在鐵堡。 

【大漢據點】是突出於鐵板沙灘與北海坑道之間一座岬角，不同於其它的軍事據點，

遊客走在狹長蜿蜒的岩洞裡，不畏艱難的歷史歲月是具體而微呈現。已閒置的大大

小小機槍砲射口宛如相機的觀景窗，是通過幽暗後的另外一番新天地。 

【大砲連】梅石連位於地勢險要之地，其天然獨特的地形是最好的防禦障壘，可拒

敵於海上，滅敵於數里之遙。 梅石，因澳口石岩壯列如梅，故名之。其意乃取寒梅

不凋霜雪精神，砥礪弟兄面對來敵，矢志戍衛國土。砲兵部隊的重砲射擊帶有「雷

聲一震撼山岳，霆霽風雲威四海」之勢，令來犯之敵不敢輕易越雷池一步。為了向

砲兵忠誠精魂致意，奉指揮官張慶翔中將指示，特於梅石設館陳展，以激勵士兵進

克盡職責、毋忘使命。 

【雲台山】標高 248 公尺，是南竿第一高峰，為台灣小百岳第 98 座，是登高遠眺馬

祖列島與大陸北茭半島的最佳景點。 

    
【北海坑道~藍眼淚搖櫓船】南竿北海坑道是馬祖最被推崇的戰地景觀，位於仁愛村

附近一處澳口，外觀平凡，但進入坑道內才發現，整個坑道充滿詭譎而神秘的氣氛，

工程之雄偉。在此安排搭乘搖櫓船環繞這座「井」字造型的坑道，真是別有洞天，

另一番不同的體驗。 

開放時間 3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10 月視情況決定） 

每日晚間 18：00～21：00，每半小時一個梯次，總共 6 個梯次，每梯次 48 人，航程

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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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贈送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住宿飯店：南竿假期大飯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08:00東引~中柱港碼頭~午餐→東湧燈塔烈女義坑、一線天、安東坑道、東

引酒廠、國之北疆、海上看東引 

行

程

內

容 

【東湧燈塔】位於東引島東坡一方突出的岬角，列為國家三級古蹟，建於清光緒三

十(1904)年，工程由英國設計，充滿十八世紀歐洲建築風味！一旁附屬的房舍純白

優雅，當地人稱為「東引別墅」。 

【烈女義坑】烈女義坑的由來，相傳一民船女子遭海盜調戲，為保清白逃至崖邊投

海殉節而得名，地形險峻、可延著欄杆步行至觀景台，望著離海百餘公尺的峽壁高

度，突出岩壁的石塊，讓人佩服那位女子的勇氣。 

【一線天】「天縫聆濤」絕妙說出這個景點的特色，兩處垂直插入海中的山崖，緊

鄰的距離只留一線空隙，聽著海濤聲波波拍壁而來，加上戰備需要的石橋高懸空中，

景觀令人驚奇。 

【安東坑道】安東坑道是昔日國軍弟兄當年一刀一斧的建設成果，工程浩大，鬼斧

神功，這些原本為防禦目的而設的孔道，成為優良的觀景平台，由安東坑道遙望，

倨守危崖的東引島燈塔，白色的建築群如白龍盤倨，如同該島的守護神，今已成為

觀賞東引谷灣式海岸的最佳瞭望台。此外，安東坑道更是觀賞燕鷗的好地方，夏季

時黑尾鷗會遷移至此繁殖，許多愛鳥人士每年必定會至此朝聖，從寬闊的觀景平台

望出，碧海藍天、奇岩怪石、海鷗飛舞，令人感到不虛此行。 

【東引酒廠】初期以「黃龍」、「百子千歲」等藥酒最為暢銷，陳年高粱則由於量

少珍貴，多成為軍方高階將領的「私房酒」，因此又稱「司令酒」。1992 年，金門

與馬祖同時解除軍管，東引陳高終於流入市面，備受馬祖列島軍民所喜愛，並被總

統府選為「國宴酒」，更顯尊貴。 

【國之北疆】位於西引羅漢坪上方的北固礁，是我國分布最北的國土，但這座小島

礁可不是隨時可見，會隨著潮水漲退而隱沒或出現，為紀念國之北疆在此，設立「國

之北疆」石牌在后澳。 

【海上看東引】想要體驗東引「岸高水深，礁石壯麗」美景，從海上就近觀看陡直

入海、壯麗的礁石，灰白岩石上滿佈時間演化帶來的節理層次，令人讚嘆不已。解

說人員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隨船沿東、西引海岸線行駛，娓娓道來地質、生態、

海釣和駐軍的故事。一趟海上地質之旅，美景之外隱藏許多感人的故事。帶著感恩

和惜福心情，旅人將會發現，東引，不只是海蝕地型的美景而已！ 

夜晚住宿東引小島，夜晚欣賞中柱港的夜景，渡過愉快的夜晚。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或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住宿飯店：馬蓋仙民宿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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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08:00~中柱港碼頭→南竿福澳港~搭乘客輪→北竿~搭船前往北竿(20 分

鐘)~橋仔漁業展示館(橋仔聚落)、芹壁村、碧山景觀台、戰爭和平紀念公園

主題館 

行

程

內

容 

【橋仔聚落】橋仔村位於壁山山陰一北向傾斜的山谷內，谷地歷經雨水切割形成山

溝縱橫。境內小橋隨處可見，馬祖方言「仔」即為「小」，故名為橋仔。昔日橋仔富

漁鹽之利，曾為商業轉運港，客舟商旅往來期間，人口超過千人，是北竿第一大村。

橋仔大小廟宇林立，以「一村八廟」的姿態冠絕全縣，除村內中心點「三廟一體」

特殊景象外，更形成「神比人多」的特殊現象。這裡可以欣賞到馬祖傳統廟宇建築

的特色，以及展示橋仔過去漁業榮景的漁業展示館，都值得遊客駐足欣賞。橋仔澳

口左側設有一簡易碼頭，曾是北竿更「前線」的高登、亮島的物資運補口岸。時值

夏日盛季，會有固定船班供人們前往大坵島尋幽訪勝。 

【芹壁村】芹壁，號稱「馬祖地中海」，舊名「鏡港」，又稱「鏡澳」。名稱源自於村

落澳口前有一突起的岩礁，因狀似一隻大海龜，居民稱它為「芹囝」，岩礁的四周海

水清澈見底如鏡，因而稱為「鏡港」。村落背山面海，主要分成北面山、南面山、中

路等區，清末時期為福建長樂鶴上陳氏家族開發，屋舍為花崗石建築，依山勢呈階

梯狀排列，層層相疊，錯落有致。其間工法最細緻的一棟民宅，為抗戰時期「和平

救國軍」北竿部隊主任陳忠平所築建的「海盜屋」。芹壁不僅有「鐵甲將軍」的傳說，

還有海盜屋的故事，都值得旅人去細細尋找。 

【壁山景觀台】馬祖「第一高峰」，標高 298 公尺，壁山山腰處有觀景台，遊客可憑

欄眺望，視野相當開闊，北竿機場、塘岐、后沃盡收眼底，還能一覽北竿周邊的無

人島嶼，如大坵、小坵等。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在 99 年 03 月 29 日正式揭

牌，本館坐落於北竿戰爭和平紀念園區內，位處大沃山 12 據點處，天氣晴朗時，遠

眺大陸海岸線，相對於對立時代的緊張氣氛，更能與「戰爭和平」主題相異其趣。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或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住宿飯店：北竿~龍福山莊、南竿假期大飯店 或 同級 

第四天 

南竿 07:00搭船前往~西莒青帆馬頭(陳元帥祖師廟、菜圃澳、坤坵沙灘、仙

洞→搭船前往~東莒猛澳馬頭(東莒燈塔、大埔石刻、大埔古聚落、福正沙灘)

→搭船返回南竿 

 

【西莒列島】由西莒本島、蛇山所組成，面積 2.38 平方公里，是馬祖四鄉五島最小

的島嶼，從地圖平面上看來像一倒三角形，極西的蛇山，是公告的燕鷗保護區，退

潮時，與坤坵沙灘相連，是觀賞燕鷗、欣賞夕陽、戲水採貝的最佳遊憩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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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陳元帥廟】卻是馬祖列島唯一具有「祖廟」地位的廟宇，不但發揚光大到大陸福

建長樂鶴上、浙江岱山、馬祖南、北竿，甚至分爐到浙江大陳島，由於大陳島居民

撤退至台灣，而隨著大陳人落居美國，陳元帥的信仰，巳經遍及馬祖、台灣、大陸，

甚至遠在美國都有僑民供奉與信仰，堪稱「西莒之光」。 

【菜浦澳】沿岸自然地景地貌屬典型之花崗岩錐狀形，地勢起伏極大而且陡峭，花

崗岩脈呈放射狀深入海中，形成大小不一的谷地、灣澳。花崗岩岩質堅硬，長期受

風化解體以及波浪侵蝕作用，多形成崩崖、險礁等地形，因此海濱地形十分多樣化。

菜中流嶼但是莒光鄉的重要景點，由於澳口海流變化很大，漁源豐富，也是頗受釣

客青睞的最佳釣場之一。 

【坤坵沙灘】是當地居民撿拾文蛤的好地方。沙灘設有坤坵步道供民眾遠眺蛇山，

遠看就像一條盤旋於大海的巨蟒，蛇山是位於西莒島西側的一列島嶼，春天會於雲

雨中飄渺若現，夏季則是鳥類的群聚地，乾淨的海水、空氣與豐富的海洋資源，築

構出和諧的自然天堂。 

【仙洞步道】仙洞的由來，東莒有一個「神秘小海灣」，有海蝕柱與海蝕溝非常神

秘，民間流傳呂洞賓與何仙姑在此得道的浪漫故事，因此又名「呂何崖」。而西莒仙

洞步道，「仙洞」據說就是呂洞賓與何仙姑在此洞修行，功圓果滿後羽化成仙，因為

此洞是仙人修行地故稱為「仙洞」。仙洞步道彎延而上，往下看蛇島全景盡收眼底。 

【東莒燈塔】東莒燈塔靜靜在東莒島服勤超過百年，每天夜裡固定閃爍著一長兩短

的燈號。97 年 6 月開放的燈塔文物展示館有一片長長的白色防風牆，當地居民稱此

地為「白毛城」，屬於英式建築，館藏豐富的燈塔文物，增添了燈塔旅遊的豐富性，

是不容錯過的遊覽重點。 

【大埔石刻】在民國 42 年被發現，後經鑑定為三級古蹟，是馬祖以往常受海盜侵襲

攻略的重要見證。四周有涼亭、沙灘、將軍廟，景絕佳。原文『萬曆彊梧，大荒落

地，臘後挾日，宣州沈君有，容獲生倭 69 名於東沙之山，不傷一卒，閩人董應舉題

此。』計 41 字。大埔石刻不僅記載著名將沈有容輝煌的戰功，當地民眾更相傳，大

埔石刻本身就是一藏寶圖，如果能破解字裡行間的暗示，就可以找到隱藏在東莒島

某處的寶藏，各位遊客前往大埔石刻參觀時，不妨動動腦囉！ 

【大埔古聚落】昔日的大埔，是一座人丁興旺的大漁村，國民政府遷台之前，聚落

內民家就有 50 餘戶，居民 200 餘人，港內停泊數十艘大小漁船，村內蓋有一座白馬

尊王廟，迄今 170 餘年，但後來由於漁業蕭條，人口外流，目前僅剩一戶居民居住。

昔日的漁村榮景已成追憶，卻是遊客或歸鄉人士駐足引發思古之地。 

【福正沙灘】順著村裡的小徑走向海邊，會發現一抹潔白正在海陸交界處，隨著海

風浪潮流轉靜臥，那是被福正聚落圍繞的福正沙灘。福正沙灘是馬祖少見的砂岸地

質景觀，細軟潔白的砂粒，正是人們體驗踏浪採蛤的最佳所在。是的，福正沙灘同

時也是馬祖花蛤的產地，它的潮間帶生態亦相當豐富，甚至有「東莒的冰箱」美稱，

花蛤盛產的夏天，只要徒手挖就有收穫，成就感讓當地人到旅客都難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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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或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住宿飯店：南竿假期大飯店 或同級 

第五天 

南竿～天后宮、勝利山莊、馬祖民俗文物館、福山壁照→南竿機場→台北松

山機場～專車返回出發地、結束這愉快的馬祖之旅 

行

程

內

容 

【天后宮】馬祖與。湄洲島仳海而臨，位於馬港的天后宮，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廟中央石方據說為媽祖衣冠塚遺跡。 

【勝利山莊】位在清水勝利水庫旁的勝利山莊，是一座將山壁開鑿後所建立的招待

所，專門用來接待總統或高級長官蒞臨馬祖時之用。配置有接待大廳、展示廳、客

房和餐廳，以及一座裝飾用的七五山砲，讓遊客有機會一窺傳說中神秘的「總統套

房」真面目。 

【媽祖民俗文物館】了解媽祖歷史發展的文化，傳統的產業及宗教信仰讓過往的旅

客能更加一步了解媽祖的閩東文化。 

【福山壁照/枕戈待旦】公園坐落福澳與清水之間的山腰上，雄偉壯觀、氣勢磅礡，

視野絕佳，遠眺港景，海天一色、帆影點點、海鷗逐波，令人陶醉不已。 

午餐後前往機場辦理登機手續，結束這愉快的的馬祖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或活力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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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0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20~25 人出發： 

每人費用：18,200 元，現金優惠價：17,900 元 

12 歲~2 歲以上每人費用：大人費用減 1,000 元。(含 65 歲，總數不超過整團二成) 

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大人費用減 3,000 元。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以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飯店如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3.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 

◎費用包含： 

◎松山機場→南竿/北竿機票。 

◎高雄、台南至松山機場巴士來回接送車資。 

◎東引→南竿回船票座艙。 

◎馬祖五天各地區遊覽車資。 

◎含司機、導遊服務費。 

◎全程住宿飯店二人一室，以二人房分配。 

◎膳食：早餐四餐，午餐四餐、晚餐四餐。 

◎全程 3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海上看東引(另報名未達 10 人或海象欠佳得取消航班) 

每週一、四、五及例假日開航，環繞東、西引島約 1 小時。（非固定航班日期若預約人

數滿 20 人可專案加開開航），每人 300 元；65 歲以上、12 歲以下或持身心障礙手冊及

陪同者 1 人，每人 200 元。 

◎藍眼淚活動含於團費，採預約制，現場購票方式辦理，如未預約 OK，則退費 

*北海坑道~夜間搖櫓賞藍眼淚(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止) 

每日晚間 18：00～21：00，預定每半小時一個梯次，總共 6 個梯次，每梯次 48 人，航

程約 20 分鐘。一般民眾全票 300 元。3 歲至 12 歲以下的兒童（憑手冊）+65 歲以上長

者憑身分證優待票 250 元。持身心障礙手冊者及陪同者 1 人半票 150 元。 

注意事項： 

◎請務必攜帶身份證正本（兒童需備戶口名簿）以便辦理登機手續。 

◎大陸物品不可出境請勿購買【包括：洋煙、食品、藝品、水果及任何大陸物品】。 

◎啟程後個人因故中斷旅行而不克隨團遊覽，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去程若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颱風、濃霧】而影響班機取消，無法如期前往，承

辦單位可另擇期出發或退費，如旅客欲取消行程時，本公司將酌收團體作業手續費 500

元/人。 

◎如遇颱風、起霧關場或交通中斷，不克如期返回時，所增加之費用(每天 1500 元/人，

包含吃、住)均由旅客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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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颱風、起霧關場或交通中斷，不克如期返回時，所增加之費用(每天 1500 元/人，

包含吃、住)均由旅客自行負責。 

◎如去/回程更改為南機北出則交通船費用 200 元/人，均由旅客自行負責，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交通情況，彈性更動。 

◎正確出發(班機/上車)時間地點及住宿飯店，以双海旅遊回覆為主。 

◎25 人以上即可出團，未達出團人數則可選擇安排自由行行程。  

◎報名請繳交作業金每人 5,000 元，通知成團轉換為訂金，未成團則無息退還作業金。 

◎出發前 7 天之前通知成團再通知補收團費尾款。 

◎平假日定義依飯店規定辦理，團體訂房未滿八間以上以飯店散客價收費。 

◎旅遊責任險 14 歲以下，70 歲以上，理賠金額最高上限每位 200 萬旅遊責任

險。 

◎以上價格如有異動，以双海旅遊人員報價為。 

◎公司、機關、學生團體預約訂團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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