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藍眼淚在馬祖~ (南、北竿、東引、莒光、大坵)夜未眠 5+1日遊  
本行程星期二、五不得為出發日 

 

行程特色： 

◆採用雙號晚上出發之先東後馬航報東引輕輕鬆鬆玩一整天。 

◆臺馬之星的航行速度與舒適度，均有明顯增進；尤其增設了視野開闊與寬敞舒

適的簡餐咖啡廳，更提供了旅客愉悅的餐飲休閒空間，兩台大型液晶電視，播

放馬祖風光與中外影片，使得往返於台灣與馬祖的海上航行，不再感覺冗長。

旅客在航行期間或坐或臥或駐足船舷，欣賞海景，偶有燕鷗與海豚出沒，常令

旅客驚喜，留下難忘與美好的回憶，夜航中的延攬基隆港繁華夜景，北海岸誘

人之夜間景色，情人於滿天星斗中浪漫的共許未來與由海上欣賞日出都有不同以往旅遊之體驗。 

◆國之北疆：經中柱導連東引島與西引島後桶稱東引島，乃為中華民國最北之領土。除了國家級地

質景觀外，有海天一色希臘風情的東引燈塔外更有著據點與坑道之戰地風情。獨特地福州與當地

海鮮風味餐讓我們忘情於海上仙島－東引。 

◆賞鷗生態：安東坑道的盡頭因當地型險要故完全無人為破壞下隨時皆可見到海鷗築巢下滿天飛

翔。 

◆貼心的服務：為防炎熱的氣候與濕鹹海風免費贈送迷彩冰涼巾。 

◆東引燈塔海天一色美景下享用下午茶、東引早餐品嘗當地聞名的

紅糟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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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莒島：從清朝末年五口通商以來，由於華洋輪船駛入閩江，需

在青帆澳口候潮、避風、補給淡水，在「以物易物」的貿易下，

華洋百貨充斥市面，昔日青帆港的榮景，素有「小香港」之美稱。

也就是由於洋人的出現，早年民眾稱該澳口之為「青番」，後來才改名為「青帆」。西莒兩島海

岸線絕崖峭壁，擁有多處海蝕洞、海蝕門等獨特景觀，再加上古樸的村落景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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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踩星沙。 

◆東莒島知名仙草奶凍或國利傳統豆花免費品嘗。 

◆大坵島：漫步于無人島上之之觀景步道，亦靜亦動中宛如一座戶外的生態教

室可觀賞到不畏生之百餘隻野放梅花鹿漫步林中外，另有迎賓鹿讓貴賓餵食

外之體驗、百年梧桐樹、自行享用野放蜈蚣雞餐，夏天的大坵還可以看到滿

天飛翔的燕鷗。 

◆宗教巡禮：參訪擁有媽祖娘娘千年石棺之馬港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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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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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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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前一天  20:30 基隆碼頭(西岸旅客碼頭二樓)報到→21:00 登船→21:50 在延攬基隆港夜間風華、北海

岸誘人之夜間景色與滿天星斗的旅程中前往海上桃花源~馬祖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臺馬之星經濟艙 

 

第一天 基隆－東引環島(東湧燈塔、擂鼓石、太白天聲、烈女義坑、一線天聽濤、安東坑道賞鷗、

燕秀潮音迴響、海現龍闕、國之北疆 ) 

《東湧燈塔》位於東引島東北端世尾山山坡上，籌建於清光緒 28 年(1902 年)，

清光緒 30 年(1904 年完成建造，由英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晚年監造，營造

司哈爾定主事，屬歐式建築風格，塔身、燈塔、周邊純白房舍身形，蜿蜒磐據

於山坡上，襯托著碧海藍天，白色的建築風姿讓東引充滿異國風味。而早期的

東引島民則習稱「東湧燈塔」為「東引別墅」。 

《擂鼓石》懸凸於步道旁山壁間之花崗岩巨石，狀似圓形大鼓，為特殊之地質景觀。 

《太白天聲》指的是一處巍峨險峻的巨石，每逢 3 至 5 月的霧季，巨岩在煙霧朦朧中若隱若現，讓

人彷彿置身太虛幻境中，因而有了這個稱號。遊客可經由觀景台瞭望整幅大自然的秀麗美景，春季

欣賞雲霧繚繞間神秘的花崗岩之美；夏日的步道兩旁花草崢嶸，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色。太白天聲：

在巍峨巨石上所開闊出一處觀景點，春夏霧季，雨霧迷濛，加上海浪潮聲，恍如太虛幻境。 

《烈女義坑》是東引北端一處特殊的狹灣坑谷流傳著一個淒美的故事：清光緒末年，東南沿海一帶

賊寇群起，某一天賊寇掠奪漁船殺害船主，又想凌辱船妻，但烈女不從，逃至懸崖坑谷投海自盡。

現今外圍砌有一道仿古城牆守護，上刻“義膽干雲天，忠烈傳千古”等大字，並立碑記烈女事蹟。

《一線天聽濤》為一處海蝕地形，兩岩壁垂直相鄰至相接，下通海、上接天之海天麗景地質景觀，

底部海潮夾雜侵蝕石塊，如萬馬奔騰之聲音，壯闊迴繞於岩壁間。岩壁上題有「天縫聆濤」四個大

字，是民國 61 年參謀總長賴名湯蒞臨東引巡視時所題。 

《安東坑道賞鷗》安東坑道是穿越整座二重山所建成的，入口處有段斜約 30 度的坡，下坡時並覺

得累，但返回入口就真的是考驗遊客的體能了。過去的安東坑道有軍隊駐防，百位阿兵哥都在這深

遠而陰冷的隧道中生活，連長室、廁所等標示牌仍然清晰可見，在坑道中，可想像過去士官們來回

穿梭的畫面，讓我們體會到士兵們的生活是如此的艱辛。昔日的坑道砲口，如今已成為觀賞東引谷

灣式海岸的最佳平台，「長長鼻」的特殊海蝕景象在此清晰可見。另外此處更是賞鷗的好地方，夏

季時黑尾鷗會遷移到此繁殖下一代，因此也是愛鳥人士每年必定到的勝地。 

《燕秀潮音迴響》位於燕秀澳兩棲連上方的「燕秀窩」，為一處天然形成之海蝕地形「風洞」，藉著

谷底裂縫與大海相通，每日潮汐引發潮水灌進谷底，潮浪撞擊岩面引發迴響，旋盪於山谷間而成名。 

燕秀窩最高點可觀看 360 度景色，欣賞四周的海崖、海灣、海岬及海蝕洞等多種不同景觀。尤其

遠眺素有「金花銀燭」美譽的「老鼠沙石林 」，更是美不勝收。目前該景點建有潮音亭及環谷步道，

附近並遍佈保育類濱海植物柃木及海桐，觀光發展規模初具。 

《海現龍闕》是一條寬度逾丈的缺縫及一道造型奇特的海蝕門地形，每當霧季、風浪稍大或漲潮時，

浪花滔天，黝黑的岩石在浪濤中若隱若現，如蛟龍翻騰嬉戲於海上，

所以稱「潛龍鬧海」；風平浪靜或退潮之時，只見拱門中的清淺海水，

可以觀賞到岩層豐富的節理，就成了「海現龍闕」。 

《國之北疆》東引雖是一蕞爾小島，距離臺灣遙遠，但就地理及戰

略雙重意義來看，東引是我國有效統治疆域的最北境，長年部署重



 

兵，其重要性，不可言喻。從西引島的后澳往西走，穿過一條約 200 公尺的水泥小徑，便來到我國

疆域最北－國之北疆。2006 年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此地豎立一塊「國之北疆」石碑，後又在

石碑處的地上刻上北固礁的經緯度，藉由特別意義的數字呈現，加深遊客的旅遊體驗及不虛此行的

價值感。 立身於觀景平台上，向北望去是蒼茫無際的大海，平台西側則是著名地景「羅漢坪」，

海蝕柱如 18 羅漢而立，景色壯麗；夜晚在此觀星，繁星如鑽，鑲嵌在幽黑的天幕中，耀眼奪目，

讓人駐足良久，不捨離去。 

早餐：簡式早餐  午餐：紅糟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海鮮風味餐(每人 300 元) 

住宿：A 檔－安逸旅店 或 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二天 東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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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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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照壁》位於福澳村西南方福山公園的山頭，上書「枕戈待旦」四個三、四人高的大字，是遊

客搭船訪馬的第一印象。為先總統蔣公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蒞臨馬祖巡視防務時，嘉勉地區軍民不

忘復國之志而親筆所題，並銘刻於碑石上，這面精神標語雖然稱之為照壁，但實際上是一座地上五

樓、地下一樓的長方形建築物，之前作為「連江縣文建館」。展示馬祖風土民情、漁業資源、文經

建設的發展歷史與沿革。 

《240 砲陣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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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最具代表性的景點，參觀者莫不動容。全國最大口徑，直徑有 24 公

分，一次要十二名弟兄來操作，有馬祖鎮島之寶稱號的超級榴彈砲，

1995 年最後一次試射之後就沒再發射過，不過，巨砲依然堅守崗位保

衛台海的安全。 

《東莒燈搭》台灣第一座使用花崗岩所建造的燈塔，「年資」已逾百年，屬於二級古蹟，白色身影

多年來屹立不搖，是東莒人心中永遠的精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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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村大埔古村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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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區善加保護。 

《福正聚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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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然

保留著過往純樸的風貌。 

《神秘小海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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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體器官很大也就不奇怪了；會出現這麼巨大，又剛好一對的男女性徵，據說就是他們

正在激情演出了。 

《東莒潮間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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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不會釣魚，只要到潮間帶走一走，特別是「永留嶼」這邊的潮間帶，各種花蛤、淡菜、海膽、觀

音螺、九孔、石蟳、佛手、海鋼盔等等就會一一呈現眼前。 

《東莒燈塔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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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夜幕低垂伴著你的就是美麗星空以及涼爽的海風。天氣晴朗時，漫步在晚風徐徐的海邊，往前

http://udn.com/search/?Keywords=%AE%C8%B9%43


 

看是一片大海，抬頭仰望就是滿天的星光，就連銀河都能印入眼簾，在滿天星斗下漫步，你一定能

感受到它帶給你的浪漫跟幸福喔。 

《踩星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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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而

不虛此行。 

《發現藍眼淚》 藍眼淚形成原因眾說紛紜，有的來自渦鞭毛藻或夜光藻，介形蟲據悉是因為吃了

夜光藻，所以才發光。馬祖藍眼淚是夜光藻群聚於馬祖岸邊，形成夜晚發光的現象。海面上夜光藻

經風浪吹撫，或拍打礁岸，而激出的點點藍色螢光，有時候，綻放整片夢幻藍光，有時候，隨著水

波漣漪，忽隱忽現，如少女般嬌羞地與到訪的尋夢人短暫相遇，有時候，將手伸進海水中輕輕撥弄，

竟會泛起上千個藍色光點，宛如灑落凡間的點點繁星，就在你指間輕輕溜過…，就是這種如真似夢

般的美景，吸引來自各地的尋夢人，要來一睹馬祖藍眼淚的迷人丰采。 

早餐：簡式早餐  午餐：紅糟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佛手風味餐(每人 350 元) 

住宿：A 檔－鴻景山莊一館、二館、三館 或 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三天 東莒－西莒環島(有榕路－菜埔澳地質公園－坤坵沙灘)－南竿環島(北海坑道－馬祖酒廠

及八八坑道－藍眼淚體驗館－馬港天后宮－媽祖巨神像) 

《榕樹林蔭大道有榕路》馬祖西莒青帆村通往西

坵村的馬路上，一條長約 500 公尺榕樹林蔭大

道(有榕路)，茂密的枝葉交錯於道路中央，蓊鬱

茂密形成美麗 ㄇ 字型隧道，陽光穿透樹梢，

光影點點灑落地面，輕徐的微風給酷熱的夏日

帶來午後的清涼。相較於西莒其他景觀，這裡只

能稱作小景點，但在適當的光影下，擺好姿勢，按下快門，也能構成了一

張令人激賞的照片，為旅程加添樂趣。有人說有容路最美的欣賞角度，是從

上坡往下方看，也有人說由下坡往上看最美，那一個方向最美？由你親身來有容路看

過後，再決定。 

《坤坵沙灘》坤坵沙灘與蛇島之間的海域因為地形與海流關係，海浪從不同方向前來交會，而形成

一格一格方塊海景觀，其中在漲潮時最有機會看到，如果當天漲潮時間為夕陽時刻，還能欣賞到橘

紅色夕陽在海面形成金色大道，搭配神祕方塊海美景，成為西莒限定的絕美風光。 

《菜埔澳地質公園》菜埔澳地質公園過去曾是重要的軍事據點，現在軍事據點仍在，但外圍已開放

讓旅客參觀。時值 6 月，從道路慢慢向菜埔澳駛去，可看到滿山遍野的芒草景觀，起伏的山陵張開

雙手環抱此處的 04 軍事據點，而據點後方即是無邊際大海，讓人在這裡感受寧靜悠然氛圍。 

《北海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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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漲潮時步道會淹沒水中，所以會隨著潮

汐關係做行程調整)。 

《馬祖酒廠及八八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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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之高梁酒最受青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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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旁的老酒甕，配上不時迴盪在坑道內的水滴聲，又另有風味。 

《藍眼淚體驗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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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藍眼淚館存在的意義。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最新研究-無毒藍眼淚培育成果帶回藍眼淚的故

鄉，讓各位來馬祖再也不用碰運氣，就能與藍眼淚零距離的互動。使用最先進的身臨其境的[科技]

捕捉這種自然奇觀，互動投影，沉浸式環境和 360°虛擬現實營造。透過 3D 動畫，模擬顯微鏡下的

藍眼淚,將藍眼淚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各位的眼前。動畫將以投影的方式呈現，輕快的音樂結合耀

眼的藍眼淚更是能讓大家耳目一新。並且我們運用了互動式投影讓民眾在觀賞影片之餘也能彷彿置

身於悠遊大海中，享受被藍眼淚大海環抱的體驗。 



 

《馬港天后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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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祖巨神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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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過最

新測量，實際面積為 29.6 平方公里。業者在媽祖巨神像上加上避雷針後，其高度亦為 29.6 公尺已

申請金氏紀錄為世界第 1 高的石造托燈媽祖神像，馬祖的地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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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簡式早餐  午餐：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晚餐：馬祖風味餐(每人 300 元) 

住宿：A 檔－神農飯店、富喜民宿、海天酒店 或 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四天 南竿－大坵島－北竿環島(壁山觀景－芹山撥音站－芹壁閩東古厝) 

《大坵島》位於橋仔村西北方，距離北竿本島約兩百公尺，一海之隔的大

坵島，平日是釣友的幾釣樂園，也是馬祖列島唯一野放梅花鹿的島嶼。

大坵有大、小坵兩島，面積僅 0.69 平方公里，是全馬祖列島曾經有人居

住的島嶼中，唯一沒有馬路與車子的小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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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坵附

近海域潮暢流急，漁產豐富，至今仍然是北竿漁民下網、捕魚的場所。

昔日鼎盛時期，島上居民多達四十餘戶、三百餘人，駐軍曾經高達四百

餘人，島上 設有國小分校一所，如今全島軍民均已撤出、搬離，島上偶有釣客出現，

平日則是一座寂靜荒涼的無人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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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梅花鹿遊回北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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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古昔中、村落步道上，都可以偶見鹿蹤。拍下難得一見的珍貴鏡頭。 在島上尋

訪鹿蹤、欣賞景觀、享用蜈蚣雞餐，享受幽靜無比的「慢活」及「生態」之旅。 

《壁山觀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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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芹山撥音站》又名馬祖播音站站，原址設於芹山頂，建於民

國 68 年(1979) 2 月，民國 90 年(2001)撤站，站內有 48 具(每具

500 瓦)揚聲器，播音涵蓋範圍遠達兩萬九千公尺，國共對峙時

期芹壁播音站每天對大陸福建沿海心戰喊話。2019 年 3 月北竿

鄉公所為配合第 3 屆硬地超級馬拉松賽事，做賽道情境佈置，

在原芹山播音站舊址下方，芹壁中山國中候車亭廣場旁，設立

芹山播音站新意象，成為芹壁打卡新熱點。 

《芹壁閩《芹壁閩東古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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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看烏龜島。 

早餐：簡式早餐  午餐：海鮮痛風餐(每人 500 元)  晚餐：馬祖大餅+臉盆酸菜魚(350 元) 

住宿：A 檔－神農飯店、富喜民宿、海天酒店 或 其他同等級飯店 

 

第五天  南竿環島(蔬菜公園)～基隆  

《蔬菜公園》山隴是南竿鄉介壽村的舊地名稱，此片蔬菜公園是馬祖少數的平地，經過重劃後，

呈現出整齊劃一的農田景觀，反映出馬祖人樸實克儉的一面。→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簡餐(100 元)  晚餐：自理 

 



 

 
★本行程星期二、五不得為出發日。 

 

以下報價適用 2021/09/30 前有效 

報

價

內

容 

 平日 假日 

成人 NT14,500 元 NT14,800 元 

12 歲以下佔床兒童 NT14,000 元 NT14,300 元 

65 歲以上老人與愛心及愛陪 NT14,000 元 NT14,300 元 

12 歲以下不佔床兒童 NT12,000 元 NT12,300 元 

2 歲以下嬰兒 NT300 元 

團費包含： 

※表列基隆/馬祖來回船票、住宿 4 晚(二人一室)、表列行程中之門票與遊覽車交通費用、餐食(飯

店早餐*5/午餐*5/晚餐 4)、200 萬履約責任險暨 10 萬醫療險。 

※假日定義：週 3、4、5 出發 

※依國際慣例敬請每人給予領團人員每日一百元小費以資鼓勵。 

※連續假日每人以平日價加 NT800 元 。 

備註事項： 

一、出團備註：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須為開立全票)，未達最低人數時敝公司將於出發前七日告知貴賓辦

理解除契約與退費或更改旅遊日期。若欲選擇單人房須補房差每人 2800 元。 

◆若選擇商務艙每人加價 NT1,000 元。 

◆馬祖地區因屬資源較為缺乏之離島，故須接受合團且交通工具須採接駁無法專車專用若有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二、不可抗拒之力應變規劃：  

(1)旅遊出發前三天： 

1、成立緊急應變中心，決定是否繼續成行。 

2、提出適當之延後出發日期。 

3、通知全體團員並告知延後之日期。 

(2)出發當天若遇不可抗拒之天災等情事(如濃霧等因素)影響船開航時間： 

1、在碼頭成立緊急應變中心(由送船人員現場擔任協調工作)。 

2、須依規定在碼頭繼續等候開船時間。 

3、若有不想等後想直接取消行程者，現場指揮官會告知取消可能產生的合理行政手續費用問題



 

(含機位、住宿、交通費)。 

4、若確定不開航飛狀況下協助貴賓返回出發地(費用由貴賓給付)或協助更改其他旅遊路線。 

(3)出發後： 

1、不可抗拒之天災等情事(如風浪等因素)影響離島開船時間或返台交通，船票費用產生退費問

題會補至用餐品質及變更飯店的房價差。 

2、若因不可抗拒之力而船無法返台而更改飛機返台時產生之交通費由貴賓負擔。 

3、若產生滯留於馬祖敝公司立即依保險理賠提供當地免費住宿並協助返台交通工具之服務相關

費用並實報實銷敬請貴賓現場給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