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0/00  

服務人員: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魏亦璟 0928-624167 

廖敏妃 0936-141577 周飛鵬 0939-143038 曾春蘭 0937-111430 鄭麗麗 0928-794118 鄭麗琴 0934-250092 申瑀婕 0963-971936 

馬祖夢幻藍眼淚(南北竿東莒踩星沙)三日遊 

出發日期：需確認出發日期再訂票 

※本行程含當地導遊差旅小費，每日100元，共300元。 

※表列台北/馬祖來回程機票。 

立榮團體專案機位。 一般配法如下： 

實際班機。依實際出發日期訂位為主。專案票無法指定時間 

※住宿二晚。 

※表列行程中之門票與接駁車費用。 

※搖櫓費用。 

※餐食：飯店早餐*2/午餐*3/晚餐*2。 

※新台幣２００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２０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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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藍眼淚，是一種生存在海中的非寄生甲藻，能進行生物發光 因此有藍眼淚的海

域，人們就能在海中看見夜光藻發出的光芒，有時會隨著海浪浮動，像是海上幽靈一般的

存在 而馬祖的「藍眼淚」奇景通常是在 4 月~8 月這段期間出現 但想遇到藍眼淚，還是需

要水溫、海流以及潮汐的條件共同配合之下才會出現，南風要夠強 而且要起浪後才會造

成驚擾發出藍光，這一切都是可遇不可求啊。 

※藍眼淚為自然現象，不一定觀賞得到哦！ 

 

【馬祖天后宮】 

馬祖地區香火最盛也最氣派的廟宇，據文獻資料推斷最遲在清嘉慶年間即已肇建，廟中供

桌前方的石棺，相傳為媽祖娘娘葬身的墓穴。請別忘了來此上香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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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巨神像】 

馬祖的地名與與媽祖的關係可說是密不可分，從神象的興建中，即可了解到馬祖人民對於

媽祖信仰的虔誠，因為這座神像從提案到正式落成，便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 

 

【芹壁】 

也有人形容此處有如地中海般的風光,一座座石頭屋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

號稱全國國寶級石頭屋保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近眺烏龜島。 

 

※東莒島:位處馬祖列島的最南端， 距離南竿 50 分鐘船程，舊名為「東沙」、「東肯」或

稱為「東犬」，四面環海盛產魚、蝦、蟹、蛤等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海島；除了東莒島外

還有犀牛嶼、永留嶼、林坳嶼、大嶼、小嶼、鐵尖山等島嶼組成為─東莒列島。東莒島上

有二處列為國家二級古蹟，即東莒燈塔（紅毛城燈塔）及大埔石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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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莒白天由領團人員帶領於福正沙攤來一趟生態之旅與挖取花蛤、蠑螺等戰利品加菜

外，並見證東莒人的冰箱就在大海中之名言。(依季節性/潮汐) 

※東莒夜間由領團人員帶領前往東莒燈塔觀星、追尋藍眼淚與踩星沙。 

※宗教巡禮:參訪擁有媽祖娘娘千年石棺之馬港天后宮、全世界最高之馬祖巨神像與發現神

明比老百姓多的橋仔漁村。 

※坑道探索:最為壯觀而鬼斧神工之南竿北海坑道、退役而儲酒聞名之八八坑道。 

※戰情探祕:最高機密之雲台山軍情館、823 砲戰功臣~戰時守護金馬而東南亞最大門砲之

240 砲陣地參訪、歷任元首與將官來馬下榻亦是全馬唯一有總統套房之勝利山莊。 

※閩東風情:媲美希臘愛情海漁村風情之芹壁舊聚落。 

※藍眼淚體驗館:該館於 2018 年 8 月 10 開幕，結合了生物科技與 4D 動畫中，讓貴賓發現

藍眼淚的由來、沉浸式環境和 360°虛擬現實營造與藍眼淚互動式藍眼淚體驗，讓貴賓一年

四季都有一趟藍眼淚難忘之旅。 

※北海坑道搖櫓:全台獨家安排北海坑道內搭乘利用木板拚製成的馬祖傳統漁船的搖櫓船，

隨著高唱福洲歌船夫的划行下，走過歷史見證鬼斧神工典藏燦爛的回憶。也讓貴賓不用到

威尼斯也能體驗水道中划行的景緻。 

※夜間岸邊找藍眼淚:藍眼淚是大自然的奇蹟，通常發生在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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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呈現絕色之美。 由於藍眼淚為自然現象，故無法保證旅

客前往一定看的到，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費用詳細說明 

住  宿：南竿或北竿住宿（需依當天航班起降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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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飯店：南竿－富喜、海天、麗緹、多麗、假期、清水灣、卡蹓英雄館、皇亞會館、馬

祖民宿或同級飯店 

       北竿－宏瑞飯店、台江飯店、北海岸飯店、大新民宿、億客來民宿或同等級飯

店 

     莒光－幸福居民宿、鴻景山莊、故鄉民宿、福正民宿、海上人家民宿、黃金沙

灘民宿 

※連續假期不適用日期(6/23-6/28) 

2020 /6/1-6/30 

        售價如下： 
單人房 

2~4 人房均一 

     售價:大人/人 

12 歲以下 

        小孩佔床

/人 

65 歲以上老人/ 

          愛心/愛陪/

人 

小孩不佔床/人 

平日出發 

（週日～週

四） 

13,000 元 12,000 元 11,000 元 10,500 元 10,000 元 

假日出發 

(週五～週六) 
14,000 元 13,000 元 12,500 元 11,500 元 11,500 元 

※依航空公司規定，老人、小孩優待票僅限當團人數十分之一張；並僅限提供一張殘障及

一張殘陪之優待票，訂單開票後會另行通知此張訂單是否有配到優惠票，請先以成人價收

取團費，待出發前二天業務人員將另行通知是否開立到優惠票。 

==========================================================================

=========== 

※未滿２歲嬰兒團費 NT$５００元【僅含作業費用、保險費用】其餘皆不含。 

※說資於出發前二天提供。 

※出發前七日內預約訂位者，煩請先行預付全額保證成行作業之費用，若訂位未成功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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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團時，則可全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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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繳交期限，以客服人員回覆為準。 

 

 

 

行程內容 

第 1 天 

台北南竿環島(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蔬菜公園－勝利山莊(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觀更

改為大漢據點)－藍眼淚體驗館－馬港天后宮－媽祖巨神像) 

 

◎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 入內參觀 

使用甘美清冽泉質所釀出的佳釀，讓馬祖酒廠聲名遠播，其中又以「八八坑道」系列高梁

最受青睞，來此可欣賞獨特造型的紀念酒。而充滿戰地氣息的八八坑道，冬暖夏涼，兩

旁...  

 

蔬菜公園 下車參觀 

蔬菜公園位於連江縣政府正前方，公園內地主眾多，整合不易，難以開發為商業用途，於

是縣政府將周圍加以整理美化，並給它一個「蔬菜公園」的響亮名字，全世界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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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精華商業地帶，以季節蔬菜為主的公園誕生。 蔬菜公園所生產的作物，幾乎都送至

不遠處的獅子市場販賣，成為馬祖人桌上的佳餚。  

 

勝利山莊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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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客房以外，坑道內別有洞天，還設有寬敞氣派的餐

廳，每當總統蒞臨巡視...  

勝利山莊(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觀更改為大漢據點) 

 

藍眼淚體驗館 下車參觀 

藍眼淚現象是罕見的生物事件，對旅遊者來講，藍眼淚就像是海中的絢麗魔法一樣，既充

滿神秘感又動人心弦。那麼，解開這個謎底又能讓遊客在玩樂中充分了解什麼是藍眼淚就

是藍眼...  

 

馬港天后宮 下車參觀 

根據史料記載，本名林默娘的媽祖在 16 歲那年，為解救因出海捕漁而遭遇暴風雨的父親

與哥哥，自己捨身投海救人，卻因此喪命，相傳其遺體就是漂流到現在馬祖的澳口。馬祖

村民感念林默娘的孝行，便將她厚葬於今日的馬祖村馬港天后宮靈穴。媽祖天后宮最特別

之處在於廟中有媽祖的靈穴，當地人稱為「肉身靈穴」。這座廟幾乎每 20...  

 

媽祖巨神像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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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65 塊花崗石建構而成，寓有「365 日、日日平安」之意，以及神像高度 28.8 公尺，正

好是馬祖四鄉五島的總面積。馬祖全縣面積過去一直是以 28.8 平方公里為計算，但經... 

 

※尋找岸邊藍眼淚:由於藍眼淚為自然現象，故無法保證旅客前往一定看的到，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若藍眼淚沒看到即改踩星沙)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 ：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旅館 南北竿飯店 

 

第 2 天 

南竿環島(福山照壁 240 砲陣地(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訪予以更改參觀為雲台山軍情館)

－馬祖風景管理處－北海坑道)- 東莒環島(觀賞二級古蹟--東莒燈搭／大埔石刻／大坪村、

大埔古村落、福正聚落、神秘小海灣)–潮間帶生態 -東莒燈塔觀星~夜間尋找藍眼淚與踩

星沙 

240 砲陣地(若因軍方戰備因素無法參訪予以更改參觀為雲台山軍情館) 

福山照壁 下車參觀 

 240 砲陣地 下車參觀 

曾經是反共前哨、復國跳板的馬祖列島，擁有一大堆看不完的戰地史蹟，也是來到馬祖旅

遊的觀光客最想一窺究竟的「禁地」，位於南竿島上的 240 大砲，是目前已開放參觀的戰

地設施...  

http://www.gogo88.com.tw/


萬象世界 盛情邀約 旅遊 2020 快樂遊 www.GoGo88.com.tw 出發日期:2020/00/00  

服務人員: 范振發 0910-098818 魏綺年 0932-938328 吳健智 0933-021092 林永泰 0932-122933 魏亦璟 0928-624167 

廖敏妃 0936-141577 周飛鵬 0939-143038 曾春蘭 0937-111430 鄭麗麗 0928-794118 鄭麗琴 0934-250092 申瑀婕 0963-971936 

 

 馬祖風景管理處 下車參觀 

馬祖，宛如一串天上灑落在閩江口的珍珠，素有「閩東之珠」美稱，島上多為崎嶇山地，

有著迷人的山海之美，卻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歷史際遇的巧合，成為海上的堅強堡壘，籠

罩於神秘...  

 

 北海坑道 下車參觀 

把堅硬的花崗岩鑿成井字型交錯的坑道，還能容納百艘艦艇，真可說是鬼斧神工的蓋世之

作，這也是金馬地區最大的坑道碼頭。深長的地底世界透著一股神秘氣息，配上坑道內的

腳步聲、拉長的身影、水道徐徐的波動，氣氛令人著迷。  

 

 東莒燈塔觀星 下車參觀 

東莒位在偏遠地區，因為偏遠帶來了很多的不方便，發展的比較慢，也正因為如此反而造

就了絕佳的觀星條件，在這裡我們遠離了塵囂，沒有太多的車輛，也沒有充斥著霓虹燈，

每...  

 

 大坪村大埔古村落 下車參觀 

位於東莒島南半部，依其轄地「大埔」「熾坪」各取一字而稱之為大坪村，其中大埔聚落

數十戶方正的閩東建築，成梯形矗立在崖邊，深具觀光潛力，縣府已將其納入聚落保存區

善...  

 

 福正聚落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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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是東莒人口最多的村落，但其命運與大埔聚落一樣，面臨嚴重人口外流問題，目前僅

剩幾戶人家居住於此，依山面海的福正聚落，有著絕佳的地理位置，雖然已經凋零，但是

仍...  

 

 神秘小海灣 下車參觀 

是個海蝕奇特地形原為小額貿易年代上貨處，岩石被海水長期侵蝕，挖出了一條溝，而這

個溝之前，正好又有一根短短的柱狀岩石；呂洞賓、何仙姑是神，就算是留下來的腳印都

超巨大，...  

 

 東莒潮間帶 下車參觀 

潮差可以達到 7.3 公尺，比一般台灣海岸的 2、3 公尺高出 1 倍有餘，也因此讓這裡的魚類

與潮間帶生物非常豐富，特別冬天時節，處處都是鱸魚窟，隨便釣勾一下就是一堆魚。...

  

 

 東莒燈塔觀星 下車參觀 

東莒位在偏遠地區，因為偏遠帶來了很多的不方便，發展的比較慢，也正因為如此反而造

就了絕佳的觀星條件，在這裡我們遠離了塵囂，沒有太多的車輛，也沒有充斥著霓虹燈，

每...  

 

 夜間尋找藍眼淚與踩星沙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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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光害的東莒島當當夜光藻因海浪帶到沙灘上來，貴賓在沙灘上踩踏下，腳邊就會出

現如星星般閃爍的光芒稱為星砂，當我們走過的足跡既發出藍色螢光，令人的感動勝過藍

眼...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 ：馬祖風味餐(每人 350 元) 

旅館 鴻景山莊或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 3 天 

東莒－南竿－北竿環島(壁山觀景－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芹壁閩東古厝)－大后山戰爭

和平紀念館若(若遇未開館更改為戰爭紀念公園 )–馬祖沿途生態導覽(依季節性)–台北 

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若(若遇未開館予以更改為戰爭紀念公園 ) 

→ 返回溫暖的家～ 

壁山觀景 下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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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仔漁村(漁業展示館) 下車參觀 

村內設有漁業展示館，陳列傳統漁具，並介紹漁業作業方式，以及馬祖當地風俗習慣，如

服飾、飲食等文字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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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壁閩東古厝 下車參觀 

也有人形容此處有如地中海般的風光,一座座石頭屋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

號稱全國國寶級石頭屋保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近眺烏龜島。  

 

 大后山戰爭和平紀念館 下車參觀 

此紀念館位在北竿后澳村後方大澳山，全區佔地 38.8 公頃 ，是馬祖整體戰地景觀與歷史

風貌具體而微的縮影，工程規劃以地區的軍事歷史、戰爭知識、模擬軍事陣地、冷戰時...

  

 

 馬祖沿途生態導覽 下車參觀 

馬祖土壤貧瘠，多裸露地，歷經軍民大力栽樹植林後，今日馬祖除了岩壁島礁之外，都有

植被覆蓋。當時造林的主要樹種有相思、苦楝、木麻黃、銀合歡等，映照著過去駐防阿兵

哥... 

＊行程順序將依實際班機抵達之時間，彈性更動，如遇天候不良或其他因素影響，將安排

其他行程活動替代＊ 

早餐 ：飯店早餐 

午餐 ：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 ：敬請自理 

旅館 溫暖的家 

  

◆費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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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含當地導遊差旅小費，每日 100 元，共 300 元。 

※表列台北/馬祖來回程機票。 

※住宿二晚。 

※表列行程中之門票與接駁車費用。 

※搖櫓費用。 

※餐食：飯店早餐*2/午餐*3/晚餐*2。 

※新台幣２００萬旅行業責任險附加２０萬意外醫療險（實支實付）。 

註：依保險法規定，７０歲以上、未滿１５歲之旅客，旅責險上限為２００萬。 

 

◆費用不含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行李超重費。 

※航空行李託運規定每人限重 10 公斤，超過部分將加收行李超重費。 

 

◆特別說明 

※如您確定報名本行程需先繳交預約作業金每人新台幣 4000 元整，本公司方可受理並 

為您進行車位或機位的預訂及飯店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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