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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南北竿~大坵島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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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竿~神農山莊 

「神農山莊」位於馬祖南竿鄉清水村，興建於南竿的中心位置，緊鄰馬祖最大南竿機場

和福沃港，海空往來交通便捷，為來馬洽公、渡假和旅遊的首選觀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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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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台北→馬祖(南竿/北竿)機場→(鐵堡、大漢據點、馬祖酒廠、八八坑道、北

海坑道~搖櫓船~夜探藍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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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酒廠/八八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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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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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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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午餐：風味合菜 300 晚餐：風味合菜 300 

▲住宿飯店：馬悠會館、假期大飯店、神農山莊 或 南竿～龍福山莊 同級 

第二天 

南竿→大坵島生態樂園(賞鹿季節 3 月~10 月)→北竿~橋仔漁村展示館、芹壁

村、碧山景觀台、戰爭和平紀念公園)→北竿/南竿 

【大坵島生態樂園】登上無人島漫步在環島生態步道沿途欣賞到野放梅花鹿可愛的模

樣增添旅遊的樂趣，沿途欣賞島上海天連一的景色，好似置身在世外桃源中。 

【橋仔漁村展示館】漁業是馬祖居民重要的產業，館內展示早先漁民的服飾、生活用

品，以及木作的漁船演變模型，規模雖不大卻非常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參觀各種漁

具及漁產加工，體驗漁民生活。 

【芹壁村】參觀閩東傳統聚落，一座座閩東建築整齊地依山排列，像極了一個個堅守

崗位的小兵，樸實的石牆、方正的格局、整齊的壓瓦石，絕美的構圖和角度，教人彷

彿置身地中海國度，宛如被遺忘的山城。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這座公園結合了戰地景觀與歷史風貌的縮影，展示馬祖地區的軍

事歷史、模擬軍事陣地、冷戰時期東太平洋防線等角色等，作深入發揮，並運用馬祖豐

富的戰地特色與歷史背景，引領遊客體驗與感受「前線戰地」的肅殺氛圍。 

【碧山觀景台】北竿指揮部下方的公路旁，設有一座觀景台，是北竿為最佳的眺望點，

當天氣晴朗無雲時，憑欄遠眺位在大沃山下的后沃村、濱海而立的北竿機場、晶瑩細緻

的塘后沙灘、熱鬧繁華的塘岐街道，及附近島嶼螺山、蚌山、無名島、峭頭、大坵、小

坵等，盡入眼簾；霧季時，山頭在濃霧籠罩下隱約縹緲，猶如置身人間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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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用或活力早餐 午餐：風味合菜 300 晚餐：風味合菜(手作菜無菜單)600 

▲住宿飯店：馬悠會館、假期大飯店、神農山莊 或 南竿～龍福山莊 同級 

第三天 

南竿~天后宮、勝利山莊、媽祖民俗文物館、福山壁照)→南竿/北竿機場→松

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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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用或活力早餐 午餐：風味合菜 300 晚餐：※  /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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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110 年 

            5/6、12、20、23，5/8、14、22、29→五月已全部賣完 

            6/1、3、10、16、24，6/5、11、19、26→六月份已全部賣完 

房  型 平日出發 假日出發(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1,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500 元 

12,000 元 

現金優惠價 11,800 元 

◎3-12 歲佔床每人費用：大人費用扣 5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8,5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2 歲以下 200 元(含車資、保險、服務費)。 

◎65 歲以上及愛心手冊，團體可再折扣 1,000 元。 

◎出發日期：110 年 

            7/01、04、14、18、22、25、29，7/9、17、24、31 

            8/02、05、11、15、19、22、25、29，8/6、13、21、27 

房  型 平日出發 假日出發(五、六) 

二人房 

每人費用 

12,2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000 元 

12,700 元 

現金優惠價 12,500 元 

◎3-12 歲佔床每人費用：大人費用扣 500 元。 

◎3-12 歲以下不佔床每人費用 9,000 元(含車資、門票、午晚餐、保險、服務費)。 

◎65 歲以上及愛心手冊，團體可再折扣 1,000 元。 

※團體機票敬老、愛心手冊優惠，依航空公司規定整團優惠名額不可超過 20%。 

■備註說明： 

1.行程飯店如遇客滿改住其它飯店，依實際房價補差額，多退少補。 

2.報名人數最低 20 人以上成團。 

3.飯店依房型附贈早餐券，不佔床小孩請貴賓現場自費處理。 

4.報價二人房為二人一室為主，如遇單人一室需補房價差費用。 

5.午晚餐膳食安排每 10 人一桌。 

6.報名滿 25 人以上另有優惠，歡迎來電洽詢。 

*高雄＝松山機場，如需代訂接送巴士、九座商務車、歡迎來電洽詢。 

◎費用包含： 

1.馬祖三天當地各島車資(22 人座中巴或九人座商務車)。 

2.含司機、導遊人員服務費。 

3.膳食：早餐二餐，午餐三餐、晚餐二餐。 

4.全程 200 萬旅遊責任險，20 萬元醫療險。 

5.門票：南竿==北竿船票、大坵島船票、北海坑道藍眼淚搖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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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長者憑身分證優待票 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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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依出發日期、人數、季節、飯店房型、等報價不同，若本網站更新不及，請以客服專員實際報價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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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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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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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遇天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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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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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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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飯店散客價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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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