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勞軍、福州旅遊五日遊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本團馬祖午、晚餐餐標每人 500 元；有別於一般外面團餐標 300 元
※.本團餐標午餐 80RMB、晚餐 100RMB，有別一般便宜團餐標午、 晚餐約 RMB40-50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無自費。讓旅遊更加有品質。
※.每天每人礦泉水本團無限供應！！

出發日期：2019 年 04 月 08 日-(星期一)

【特選參考航班/船班】
出發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船班)/班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松山機場

南竿

立榮航空 B7-8761

14:40/15:35

第二天 04/09(船)

南竿

東莒

07:00

07:50

第二天 04/09(船)

東莒

南竿

11:50

12:40

第二天 04/09(船)

南竿

北竿

17:10

17:30

白沙港

黃歧港

15:00

15:35

福州機場

松山機場

18:25

19:45

第一天
04/08 去程(飛機)

第三天 04/10(船)
第五天
04/12 回程(飛機)

廈門航空 MF-883

第一天 松山機場南竿【八八坑道、馬祖酒廠、媽祖巨神像、馬祖境天后宮】
搭午後班機前往馬祖南竿.
今日集合於松山機場，由專人辦妥手續後，搭乘客機飛往南竿。
14:30-14:50【八八坑道】就位於酒廠斜前方不遠處，坑道主體由花崗岩構成，相傳是先民躲避
海盜的藏身山洞；國軍進駐馬祖後，加以鑿高、挖深與強固，闢為戰車坑道，全長 200 公尺，
可容納一個步兵團的兵力。正向出口可迎擊海上入侵的敵軍，後方出口可通往過去的南竿軍用
機場；施工期歷時約 10 年，於民國 63 年完工，當時司令官夏超為慶祝蔣公 88 歲誕辰，因此命
名為「八八坑道」
。
14:50-15:10【馬祖酒廠】南竿廠前身設址於復興村的「中興酒廠」
，成立於 1956 年，循古法釀
酒，早年以生產老酒、高粱酒及藥酒為主，隸屬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1970 年擴建廠房於現址，
更名為馬祖酒廠，始初具規模，產量逐年遞增。
15:20-16:20【媽祖巨神像】甫於 98 年 10 月完工的媽祖巨神像，高度 28.8 公尺，是全世界最
高的一座媽祖神像。媽祖巨神像的興建，更代表馬祖人民對於媽祖信仰的虔誠，這座神像從提
案到正式落成，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巨神像周邊，陳列由十二幅雕塑組成，述說媽祖得道成
仙的故事。
16:30-17:30【馬祖境天后宮】位於馬祖村，是島上媽祖的信仰中心，信仰者眾，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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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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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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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19:00 晚餐
晚餐：馬祖風味餐 5000 元/桌(一般團 3000 元/桌)
住宿：南竿/津沙 101 宿/東方明珠/神農山莊或同級

第二天 南竿(船 07:00/07:50)－東莒【東莒燈塔、大浦聚落、十四哨觀景台、莒光守備
大隊、福正沙灘】－(船 11:50/12:40)南竿【北海坑道.鐵堡】(船 17:10/17:30)－北竿
07:00-07:50 南竿(搭船)-東莒
07:50-10:50 參觀景點
【東莒燈塔】清同治 11 年(西元 1872 年)建立，於民國 77 年被內政部評定為台閩地區第二級古
蹟。是臺灣第一座使用花崗岩建造的燈塔，燈塔的高度約 19.5 公尺，光源經過蚌型水晶透鏡折
射後，光程可遠達 16.7 浬（約 31 公里）。連接燈塔與辦公室的草地上，築有一道長達 30 公尺
的白色防風矮牆，主因是東莒燈塔位處高地，風勢強勁，為免守燈人手上的煤油燈被風吹襲，
才特地築起。
【大浦聚落】沿山勢而建的大浦村，數年前有幾名熱愛馬祖的藝術家到此駐村創作，用當地材
料創作出多幅令人驚訝的作品。
【十四哨觀景台】
「14 哨景觀步道」坡緩好行，步道沿途都是台灣看不到也買不到的彈殼燈罩。
【福正沙灘】位於莒光遊客中心旁的福正沙灘，有莒光人的冰箱之稱，每年夏季舉辦的觀光活
動皆吸引大批遊客到訪。
11:00-11:40 慰問莒光守備大隊
11:50-12:40 東莒搭船回南竿
12:50-13:50 午餐

14:00-14:30 慰問海指部
14:40-15:20 慰問馬防部、南竿守備大隊
15:30-1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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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6:50【鐵堡】鐵板西邊海上有一座獨立的岩礁，由於地形險要，曾被闢為軍事據點，由
一班兵力日夜戍守，故稱為鐵堡。西側海岸線長期由防區最精銳的兩棲蛙人部隊駐守。堡內有
地下石室、坑道、射口、砲台、房間、廁所及廚房等空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17:10-17:30 南竿搭船前往北竿
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馬祖風味餐 5000 元/桌(一般團 3000 元/桌)
晚餐：馬祖風味餐 5000 元/桌(一般團 3000 元/桌)
住宿：北竿芹壁渡假村或龍福山莊或同級

第三天 北竿【戰爭和平紀念公園、戰爭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碧山、芹壁閩東古厝、
北竿遊客中心】-白沙港(15:00/15:35)黃歧港(車 60 分)-福州
08:10-08:40【戰爭和平紀念公園】戰爭和平紀念公園的前身為北竿大沃山，於民國 92 年開始
進行規劃，包含 06、08、12 等三個據點，總面積約 38.8 公頃。經過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策
劃建設，最後以 08 據點的完成畫下規劃句點，搖身一變成為全國首座以軍事與和平為概念的戰
爭紀念公園，其佔地廣闊、規模壯觀，完整塑造全國首座戰爭公園的雛形。
08:45-0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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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以「感動‧回憶」
為主題，分成：緣起、軍事沿革大事紀、軍用品展示區、軍民生態文化等展區，透過文字及影
像，這些關於馬祖長達近半世紀軍管時期，軍方與民間共同走過的歲月，在主題館內歷歷重現，
讓參觀民眾遙想當年戰地居民的蓽路藍縷。
09:50-10:40【碧山】壁山雖是馬祖「第一高峰」，但標高僅 298 公尺，喜歡登山健行者，可利
用上村接芹壁的兩條步道，或由塘岐村沿登山道路而上，都是相當適合登山初學者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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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11:40 慰問北高守備隊
11:40-12:40 午餐
12:50-13:50【芹壁閩東古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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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面往陸地望去，村落好似鑲嵌於「芹囝」後方山壁上，
故有「芹壁」之稱。
14:00-14:30【北竿遊客中心】位在坂里沙灘旁的北竿遊客中心。北竿遊客中心提供摺頁索取、
旅遊諮詢，還能欣賞以北竿聚落為主題拍攝的介紹影片，以便迅速補充北竿的觀光訊息。
15:00-15:35 白沙港/黃歧港
早餐:酒店內
午餐: 馬祖風味餐 5000 元/桌(一般團 3000 元/桌)
晚餐:贛菜風味 100RMB/人(一般團 50RMB/人)
住宿:五星福州陽光城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四天

福州-【林則徐故居于山風景區、江濱路+歷史文化長廊、三坊七巷】

前往【林則徐故居】位於福州市鼓樓區文藻北路，為林則徐手置，其父母均百年於此，宅第坐
北朝南，前臨小河，沿河有照牆一道，牆側設有鼓吹亭一座，亭與宅第之間有石板鋪小街橫穿。
宅第毗連三座。民國 39 年(西元 1948 年)福州大洪水，房屋大部分倒塌，後由居民葺蓋，現僅
存主座二進木構架及東側揖鬥樓。1961 年公佈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隨後專車前往【于山風景區】位於福州市中心的五一廣場附近。相傳漢代有何氏九兄弟在此煉
丹修仙，故又名九仙山。又傳稱戰國時古民族“于越氏”的一支居此而得名。全山面積 11.9 公
頃，山高 58.6 米。山上有大士殿、定光塔、戚公祠以及摩崖石刻等諸景。
【江濱路+歷史文化長廊】福州歷史文化長廊大型浮雕，它以恢宏的歷史畫卷，展現八閩古都縱
橫幾千年的史詩，向人們敘述福州的幾千年的滄海桑田，顯示了八閩古都特有的文化內涵，展
示給人們一幅史詩般的畫卷。浮雕牆體採用花崗岩築砌，總長 220 公尺，由十個組雕組成。既
是江濱公園的亮點，也是福州城市的亮點。
【三坊七巷】始建與西晉末年，八姓入閩之際，唐代《安史之亂》後，南遷避難的人們聚居于
此，形成了一個以士大夫階層，文化人為主要居住民的街區至今還保留著明清時期的建築風貌。
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風味 80RMB/人(一般團 40RMB/人)
晚餐:贛菜風味 100RMB/人(一般團 50RMB/人)
住宿:五星福州陽光城希爾頓花園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

福州【鼓山湧泉寺】/馬尾港【福州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松山機場

【鼓山湧泉寺】湧泉寺最初被命名為華嚴寺。在唐代武宗的佛教破壞運動中，華嚴寺被毀。王
國之，王國之王，建造了“國史官”，後來更名為“鼓山白雲峰湧泉寺。宋代，真宗真正將其
稱為”湧泉寺“。兩次火災中被毀明朝時期，重建和擴建至今天的規模。康熙皇帝授予的帝王
碑今天仍懸掛在天王宮入口的上方。湧泉寺位於 455 米高的鼓山山脈中間，前面有翔鷺峰，後
面是白雲峰。其獨特的建築佈局以“山中隱形寺廟和寺廟中隱形山”而聞名。它被譽為福建第
一寺，也是中國重要的寺廟之一。
【馬尾船政文化主題公園】包括羅星塔園、馬限山園，公園内不但有中坡炮台、昭忠祠、馬江
海戰烈士墓、聖教醫院、英國分領事館等大量船政相關古蹟，還有新建成的大型船政群雕、船
政精英館等。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爲中國第一個以船政爲主題的博物館，通過大量船政文物、
歷史照片、圖表、壁雕等，立體地展現了中國船政的誕生、發展與以"精忠報國、自強不息"爲
主旨的船政文化。福州馬尾船政文化遺址群，現存建築有青洲船塢、輪機廠、合攏廠、鍾樓、
繪事院、儲材井、天主教堂。
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松山機場，結束愉快的旅程。
早餐:酒店內
午餐: 中式合菜 80RMB/人(一般團 40RMB/人)
晚餐: 機上簡餐+新竹炒米粉宵夜
住宿: 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