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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竿經典+芹壁村午茶+追藍眼淚+大坵生態之旅 

 

阿法國際旅遊 有用心 ★ 好朋友們 看得見 ★ 

⚫ 阿法國際旅遊 有專業 – 專業領隊隨團服務，不併團，確保旅遊品質 

⚫ 阿法國際旅遊 有道地 – 南竿晚餐特別選定【依嬤的店】享用道地馬祖風味餐，餐標 400/人 

⚫ 阿法國際旅遊 有浮誇 – 北竿島晚餐安排於福龍山莊享用豐盛的海鮮痛風鍋，餐標 500/人 

⚫ 阿法國際旅遊 有溫馨 – 安排在彷彿地中海風情的【芹壁聚落】享用下午茶，美景拍好拍滿 

⚫ 阿法國際旅遊 有情意 – 贈送夜間海邊追尋藍眼淚（贈送活動若因天候無法成行，恕無退費） 

⚫ 阿法國際旅遊 有貼心 – 提供導覽耳機，讓您拍照的同時，也能聽到導遊的解說 

⚫ 阿法國際旅遊 有大氣 – 不額外加收隨團領隊服務費 

 

參考航班 ： （最終以航空公司確認為主） 

 

日期 航班編號 起始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2021-4-20

周二 

立榮航空

B7-9091 
松山機場 

馬祖 

南竿機場 
08：30 09：25 55 分鐘 

2021-4-22

周四 

立榮航空

B7-8786 

馬祖 

北竿機場 
松山機場 11：35 12：25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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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行程： 

第一天 4 / 20 松山機場 – 馬祖南竿機場 – 馬祖酒廠 – 八八坑道 – 山隴街景 - 雲台山 –

鐵堡 – 日間搖櫓船遊北海坑道 – 大漢據點 （視當日軍方有開放才可參觀）  

                   

搭乘立榮航空 飛往馬祖南竿島，抵達後隨即展開【馬祖風情】南北竿經典／大邱生態之旅  

 

八八坑道 - 位於南竿鄉牛角嶺下，原是

軍民躲避海盜的山洞，後經軍方擴建為戰

備坑道，落成之日適逢先總統蔣中正 88

華誕而命名。因坑道內長年潮濕，不利戰

車保養，轉為電信中心，後又移交予馬祖

酒廠作為儲酒之用，因溫度濕度皆非常穩

定，利於釀酒。目前內部儲有陳年老

酒、高粱、陳年高粱等各式酒類，並以

「八八坑道」品牌聞名全球。 

 

雲台山軍情館 – 馬祖南竿第一高峰，標

高 248 公尺，為台灣小百岳第 98 座，更

是登高遠眺馬祖列島與大陸北茭半島的最

佳景點。為瞭解馬祖戰略情勢與當時敵軍

動態，馬防部 1996 年於此興建軍情館，

藉以強化官兵敵情教育，2009 年考量兼

顧馬祖地區觀光發展，軍情館內陳列資料

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完成篩檢及遷移，並

同意馬管處辦理原軍情館整修，於 2010 年 11 月 7 日開放遊客參訪。 

鐵堡 – 南竿島戰地巡禮必訪的景點，來到仁愛村鐵板

海邊上的獨立岩礁，隨即可以感受到戰地的肅殺氣氛，

因此處地形險要，便於觀測海面動靜，早年曾被闢為軍

事據點，由一班最精銳的兩棲蛙人部隊日夜戍守西側海

岸線，更因防禦工事需要，將岩礁內部鑿空，上面覆以

水泥掩體，粉刷迷彩漆料，並設置草綠色防護網架，甚

至在岸邊崖壁上插滿了防止水鬼摸哨、突擊的碎玻璃與

鐵條，佇立於浪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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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坑道 – 北海坑道位處鐵板海岸線，

為一深入山腹，貫穿岩壁，呈「井」字形

交錯的水道，水道高 18 公尺，寬 10 公

尺，長 640 公尺，漲潮時水位達 8 公尺，

退潮時為 4 公尺，步道全長 700 公尺，走

完一圈約需 30 分鐘，但要配合潮汐的漲

退，在退潮時才能進入。這座可供百餘艘

登陸小艇使用的地底坑道，當年被視為高

難度的工程，共出動 2 個師 3 個步兵營，

1 個工兵營以及 1 個傾卸車連混合編為 3 組，不分晝夜輪流施工，歷經 820 個工作天才完

成。當時由於施工設備簡陋，除了用炸藥爆破外，全靠人力一鑿一斧挖掘花崗岩壁而成，特

別安排搭乘搖櫓船欣賞這片鬼斧神工之作。 

 

早餐：自理   午餐：祖風味餐（300/人）  晚餐：標 400/人 （依嬤的店） 

住宿：南竿多麗旅店或同等級 

 

 

第二天 4 / 21南竿島 媽祖巨石像 – 天后宮 – 搭乘交通船至北竿 （船行約 13分鐘） – 

北竿僑仔 – 漁村 – 播音站 – 芹壁聚落 + 下午茶 – 碧山觀景台 – 大邱生態之旅 

- 夜間追尋藍眼淚 

 

馬祖境天后宮 – 媽祖在馬祖。南竿馬祖村居民口耳相傳，當媽祖之父遭逢船難，她便投海

救父，卻不幸遭惡浪吞噬，屍身漂至馬祖村內澳口，後經居民發現後拾起安葬，民眾為感其

孝心，以雕刻鳳紋的石棺厚葬。媽祖生前為善人間，又得地靈之利，於九月初九在此羽化昇

天。明朝時，媽祖受封為天妃，清康熙時晉封為天后，也就是天上聖母的別稱，因此供奉媽

袓的廟，便命名為天后宮。 

 

橋仔漁村 - 位於北竿西北方的一座小村落，就在壁山山陰北向傾斜的山谷內，谷地歷經雨

水切割形成山溝縱橫，村落境內小橋隨處可見，馬祖方言「仔」即為「小」，因此名為「橋

仔」。橋仔聚落昔日富漁鹽之利，曾做為對大陸商業的轉運港，客舟商旅往來期間，人口超

過千人，當時可說是北竿第一大村。橋仔的屋舍同樣保存了傳統閩東建築特色，也是全馬祖

廟宇最多的聚落，有「廟村」之稱，但在人口大量外移後，風光不再，除了現在居民極少，

更形成了「神比人多」的有趣現象，到此可以欣賞馬祖傳統廟宇的美麗特徵，紅牆綠瓦，以

及如火焰般燃燒的封火山牆，村內中心點更可見「三廟一體」特殊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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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站 - 芹壁播音站 號稱是全東南亞輸出功率最大的喊話站，國共對峙期間，芹壁播音

站每天對大陸福建沿海心戰喊話，鄧麗君的歌曲能紅遍大陸，芹壁播音站居功厥偉，播音站

共有 48 具、每具 500 瓦的大喇叭，其中有部分經整修後，保留在芹山播音站內。 

 

芹壁聚落 – 媲美地中海風情的石頭屋聚

落。芹壁是馬祖列島中保存馬祖傳統閩東

建築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

深受國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

早年村民以捕蝦皮為生，70 年代漁業沒

落，居民大多外遷謀生，原本因人口外移

而留下的空屋群，在政府有計畫的修繕

下，轉變為民宿以及藝文空間等，讓一座

座石頭屋回復昔日多樣化的風貌，穿梭在蜿蜒的山城中，不難發現房屋上斑駁褪色的各種特

色標語 彷彿墜入了時光迴廊，如今遊客看在眼裡，不由得莞爾一笑。 

 

碧山觀景台 - 海拔 298 公尺的壁山，是馬祖地

區的第一高峰，只要登上壁山觀景台，就能夠

眺望整個北竿島嶼的風貌。站在山腰處的觀景

台憑欄眺望，天氣晴朗時，視野非常遼闊，北

竿機場、塘岐村、后沃，甚至遠方無人島的大

坵、小坵等地區風景盡收眼底，讓人讚嘆的壯

麗景色，除了是攝影同好必拍的馬祖景點，更

是拍攝北竿機場飛機起降的最佳拍攝點。 

 

大坵島生態之旅 - 大坵島位於北竿島約兩百公尺，一海之隔的大坵島，是馬祖列島唯一野

放梅花鹿的島嶼。大坵是全馬祖列島中，唯一沒有馬路與車子的小島。步道健走一圈約 90

分鐘。大坵盛產紫菜 退潮時，海邊的紫

菜在陽光照射下，金光閃耀，因此素有

「金山」之雅稱。民國七十年代，馬祖農

業改良場將飼養的數十頭梅花鹿野放到無

人的大坵島，部分梅花鹿游回北竿，部分

則落地生息。由於未受人類干擾，島上梅

花鹿不但現身林間、海邊，村落步道上都

可偶見鹿蹤，拍下難得一見的珍貴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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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后沙灘 追尋藍眼淚 - 夜間由導遊帶領

海邊尋找藍眼淚~ 藍眼淚是大自然的奇

蹟，就像電影「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有

一幕是主角風浪後生存的魔幻海洋，在黑

夜中清透海面上有千萬點點水母螢光，景

色絕美。（到塘后沙灘找尋藍眼淚時，請

自備拖鞋。此為贈送行程，若因天候不佳

無法欣賞追淚，恕無法退費）  

 

早餐：旅店內早餐  午餐：馬祖風味 （300/人）    晚餐：海鮮痛風鍋 （500/人） 

住宿：碧雲天渡假村或同等級 

 

第三天 4 / 22坂里大宅 –風景管理站 – 北竿機場搭乘立榮航空班機 - 松山機場 賦歸 

 

坂里大宅 - 明清時期陸續有大陸福建、

廈門沿海居民遷移至馬祖定居，清朝同治

年間，落居北竿島的王氏家族，在靠近白

沙港旁興建了現今聞名的坂里大宅。而後

在馬祖轉變為戰地前線時，為了因應作戰

政務所需，坂里大宅還曾被徵調為軍方住

所之用，直至 2009 年坂里大宅在王氏宗

親大力支持下，使用傳統建築工法將整座宅第完成修繕，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將其轉為文

化觀光的資產，成為閩東式建築聚落的代表，提供遊客們來訪北竿島進行閩東風情體驗。 

 

風景管理站 -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此設置北竿遊客服務中心，多媒體簡報室每天定時

播放觀光影片，旅遊者必訪之處。 

 

早餐：旅店內早餐   午餐：自理     

 

行程報價：NT$ 14,500 /人 （二人一室） 

  單人房另加價 NT$2,000 

報名參團者，請繳交訂金 NT$4,000 /人 

（機位與房況有限，收到訂金後，方可訂機位&訂房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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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已包含： 

1. 松山機場 – 馬祖來回 經濟艙機票 

2. 馬祖 二晚住宿 + 早餐 

3. 二個午餐 + 二個晚餐（如上述行程所示） 

4. 上述行程 車資 + 交通船資 

5. 當地導遊、司機小費 

6. 200萬旅責險 + 20萬醫療險（實報實銷） 

7. 提供導覽耳機，拍照同時也能清晰聽到導遊解說 

8. 專業領隊全程陪同服務 

 

報價 不含： 

1. 不包含 所有私人消費 

2. 不包含 機場行李超重費（免費托運行李限一件

10公斤，手提行李限一件 7公斤） 

3. 不包含 個人旅遊平安險 （請視個人需求，自行

投保） 

 

 

 

 

 

報價注意事項： 

1. 最低成團人數 ： 16人（無法成團時，訂金將無息全數退回） 

2. 以上報價，機票是開立團體票，恕無其他票種的優惠。 

3. 如遇天候不良機場關閉或颱風等天災因素無法起飛時，可更改日期出發，若無法延期要求退費者，須扣除

手續費每人 NT$1,000元 

4. 馬祖旅遊較容易因天候、或人力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行程耽誤，若無法準時返台，所衍生之費用，均由

旅客自行承擔（實報實銷），住宿由旅行社負責安排。 

5. 若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原起降之機場無法返台，而有需變更機場異動返台時，所產生之交通費由旅客負

擔。（例：原南竿起降，因機場關場改為北竿起降時） 

 

貼心提醒： 

1.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

位相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機上座位是航空公司依照乘客英文姓名之字母順序做統一安排，

因此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 參團貴賓 鑒察。 

2. 馬祖當地住宿條件有限，兩人一室床型皆無法指定兩小床或一大床，也不保證有三人房型或四人房型，需

依實際配房為主，因當地飯店民宿房間數都不多，有時遇到房況較緊張的時候，會有同一團入住不同飯店

民宿的狀況，此為當地不可避免之狀況，敬請見諒及配合。 

3. 台灣離島資源有限，素食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一般餐廳使用素食，多數以蔬菜、漬

物、水果等佐白飯或麵食類為主，如遇餐廳無法提供素食桌菜，則改以提供素食便當，敬請見諒。敬告素

食旅客，離島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本島一樣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諒，

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4. 上述行程會依據船班交通實際情形，景點參觀順序略有調整，敬請見諒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