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導遊帶你趴趴走~經典遊馬祖~ 
◎馬祖景觀特色~在地導覽解說~一生必來一次~ 
《老酒聞香~八八坑道》、《獨立岩礁海上~鐵堡》、《全世界最高~馬祖巨神像》、《馬祖門戶的意象地標~
枕戈待旦》、《天上聖母~天后宮》 



◎北竿芹壁村閩東聚落古厝，石頭屋保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 

 
 船 出發地點 出發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航行時間 

 去程 

 

 八里臺北港    10:00  南竿福澳港   13:00  約三小時 

 回程 南竿福澳港    15:00 八里臺北港   18:00  約三小時 

※開航前一小時，抵達港口，持證件辦理登船手續 
※航行時間需依浪況而視 

 
◎品嚐馬祖道地風味餐(福州魚丸、魚麵、繼光餅、紅糟料理及特色小吃…依季節會有所變化！) 

 

 

馬祖簡介： 

馬祖位於台灣西北方的台灣海峽上，行政隸屬連江縣，下轄南竿鄉;北竿鄉;東引鄉;莒光鄉，包括南竿、北竿、

大坵、小坵、高登、東引、西引、亮島、東莒、西莒等十個主要島嶼，以及其他數十餘島礁，總面積 29.6

平方公里，因距離中國閩江口僅 54 海浬，過去即被譽為閩江口外的一串珍珠。馬祖本島傳說媽祖林默娘投

海救父，屍體漂浮至南竿島岸邊，居民感其孝行立廟祀奉，因為媽祖的傳說，南竿又稱為馬祖(媽祖)島。北

竿是僅次於南竿的第二大島，範圍包括南竿島和北邊的高登島、大坵、小坵，面積僅約 8.90 平方公里散落

的村落如今已人煙稀少，當地民風純樸，治安一向良，馬祖人討海的個性根深蒂固，直爽而單純，看著觀光

客來來去去，他們依舊保持著自已的生活步調。，遊覽重點以保存良好的聚落和為主，芹壁村人口外移後，

近幾年民宿和咖啡館風潮興起，是品味閩東閒情的好選擇。 



 

 



 

 

 



 

 



 

 
◎贈送岸邊帶看藍眼淚~                   

夜賞藍眼淚／美麗的邂逅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中的魔幻海洋，就是藍眼淚！海面上會產生冷光面板一樣的藍光，為夜光藻所
造成此現象產生… 

 



 
 
 

 

 

台北港 南竿 西莒島【西莒環線:陳元帥祖廟→青帆村→
田澳村→菜浦澳→西坵村→坤坵沙灘＋亞洲唯一”方塊海奇景
＂→青帆碼頭】 

台北港報到，搭乘南北之星，前往遺落在閩江口外的一串珍珠-閩東之珠-馬祖 
抵達後搭乘接泊車，開始我們的驚艷之旅囉！ 

前往南竿福澳港，14:30 準備搭乘往返的小白船出發西莒島【船行時間約 50–60分鐘】 

【陳元帥祖廟】馬祖地區廟宇，絕大多數由大陸分爐而來，但民國九十六年五月擴建落成的威武陳元帥
廟，卻是馬祖列島唯一具有「祖廟」地位的廟宇，不但發揚光大到大陸福建長樂鶴上、浙江岱山、馬祖南、

北竿，甚至分爐到浙江大陳島，由於大陳島居民撤退至台灣，而隨著大陳人落居美國，陳元帥的信仰，巳經
遍及馬祖、台灣、大陸，甚至遠在美國都有僑民供奉與信仰，堪稱「西莒之光」。 

【青帆村】舊稱白犬島的西莒，自從清末五口通商後，外國商船經常需要在青帆澳口候潮，以
利漲潮時順流駛入馬尾港。由於停泊青帆澳口期間，需要補充淡水、鮮魚、蔬菜等民生必需品，
因此常與當地人以物易物。直到國共內戰，大陸撤退之前，青帆村洋貨充斥，一片榮景，故有
「小香港」美稱。青帆村舊稱青番村，馬祖話「青番」是指洋人之意，可見清末五口通商後，
洋人在此活動與交流之頻繁。 
【菜埔澳】菜埔澳位於西莒島東北方，隸屬田沃村，澳口因盛產紫菜而得名。近岸一塊大礁石
「菜埔印」的紫菜產權，屬陳元帥廟宇管理委員會所有，每逢紫菜盛產季節，廟管會就會公開
舉行標價，得標者才有權上礁採集紫菜。菜埔澳沿岸自然地景地貌屬於典型的花崗岩錐狀形，
地勢起伏極大且相當陡峭，花崗岩脈呈放射狀深入海中，形成大小不一的谷地與灣澳。花崗岩
質堅硬，長期受風化解體和波浪侵蝕，多形成崩崖、險礁等地形，因此海濱地形十分多樣化。
菜埔澳不但是莒光鄉重要的觀光景點，由於澳口海流變化很大、漁源豐富，也是頗受釣客青睞
的最佳釣場之一。 
【西坵村】西坵村：西坵村位於西莒島西邊，係依其轄地「西路」、「坤坵」，各取一字名為



「西坵村」。當年東海游擊隊曾在坤坵設立「康樂新村」。該村地勢較高，視野較佳，西望大
陸長樂縣梅花鎮，南眺平潭島，動靜盡收眼簾。國軍進駐後，師部鄰近於此，許多軍事單位圍
繞在村落四周，西莒英雄館建於鄰近的緩坡上。村內住戶除種菜、開店做小生意外，小吃、洗
衣、浴室、小說出租、網咖店等，為本村帶來小財富。西坵村聯合辦公中心左方有步道通往青
帆村「山海一家」，中途還有觀景臺，大王廟旁也有步道直通「仙洞」，再通坤坵。附近海域
有蛇山，是一列島礁，在退潮時候，附近潔淨的弧形灘地就會露出，而漲潮時則僅留島礁上方，
從遠處看就像是一條盤旋在大海中的巨蟒，「蛇山」的稱號，就由此而來。 
【坤坵沙灘觀蛇島】坤坵位在莒光鄉西北方，澳口有寬廣的沙灘與潮間帶，大退潮時可步行至
外海的蛇島，是戲水弄潮與欣賞夕陽的絕佳景點；澳口只剩一戶人家，偶而從台灣返鄉居住。
蛇島又名蛇山，是由四座海中島礁所構成，一字蜿蜒排開，形貌宛如一尾巨蛇蟠踞於海；又有
一說，稱蛇島主峰前的海蝕地形隨海水漲退，宛若蛇之吐信，故名之。由於離西莒本島很近，
往昔島上居民趁退潮時就可涉水而過撿拾貝類，其中的島礁，早年為駐軍火砲射擊訓練的目標，
但如今已被劃入燕鷗保護區。 

【世界唯二亞洲唯一~方塊海-奇景】法國南部小島 Île de Ré（雷島）因「方塊海奇景」而爆紅，但其實不用

遠跑歐洲，現在在馬祖西莒的坤坵沙灘，也就能看到這種堪稱上帝傑作的景觀。位在西莒島西方的坤坵沙灘

與蛇島之間，由於地形與海流關係，在漲潮時，海浪從不同方向前來交會，恰巧形成兩組互相正交的波浪，

而形成一格一格方塊海奇。形成的時機，小潮、中潮與大潮的時間不同，約在小潮的乾潮底前 30分鐘、乾

潮底起漲 30分鐘；中潮的乾潮前 60分鐘、乾潮底起漲後 60分鐘；大潮的乾潮底前 90分鐘、乾潮底起漲 90

分鐘。想要捕捉神秘方塊海景觀，除了在坤坵沙灘上方的涼亭中可捕捉外，也可選擇鄰近地勢較高的坡道拍

攝，但由於方塊海為海流交會形成，因此只能遠觀。   註:此為自然景觀,依當天潮汐為主。 

 

 

早餐: 敬請自理 

午餐: x 
 晚餐: 西莒風味 350 

 

西莒飯店: 山海一家或友誼山莊或七三雅築或同級 
東莒飯店: 船老大民宿或黃金沙灘民宿或故鄉民宿或同級   

 

 

東莒島 【東莒環島:東莒燈塔、大埔石刻、大坪村、大埔古
村落、福正聚落、神秘小海灣】 南竿 北竿 橋仔漁
村 芹壁村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 北竿遊客中心 壁
山觀景 贈送岸邊發現藍眼淚 

07:50 搭船前往東莒島   
【東莒燈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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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 搭船前往南竿 後轉搭船前往北竿 

 

【橋仔漁村】馬祖話『橋仔』即『小橋』早年隨處可見小橋流水景象，是早期北竿往返大陸的轉
口港，商業與漁業活動非常興盛。現在僅有住民幾十戶，但村內各廟宇神祗卻超過住民，有百餘
尊之多。 
【芹壁村】為完整『石頭屋聚落』目前村內有多間休閒民宿，除了傳統建築外，環境清幽，村前
石英沙灘潔白純淨，湛藍的海水媲美地中海。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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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有當年軍方除役的各式武器裝備。 
※戰爭和平紀念公園，如遇維修或關閉，更改為馬祖芹山播音站 
【北竿遊客中心】 
從白沙港驅車只要三分鐘，就可以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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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山】為馬祖列島最高峰，防區指揮中心設於此，北竿機場、遠方的螺山、蚌山美景盡收眼底。 
【岸邊帶看藍眼淚】 
【發現藍眼淚】藍眼淚形成原因眾說紛紜，據悉是因為介形蟲吃了夜光藻，所以才發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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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出的點點藍色瑩光.隨著水
波漣漪忽隱忽現.吸引來自各地的尋夢人.要來一睹馬祖藍眼淚的迷人丰采。 
▲藍眼淚及星沙和觀星活動為自然生態景象，在每年 4-6月為藍眼淚量最大期，但還需視當日天候濕度

環境適合及月光光害影響最低的情況下才能看到，若當日因相關因素無法看到，敬請見諒。 
▲如遇天候影響，海上岸邊風浪過大安全之考量，尋找藍眼淚行程將取消，敬請見諒及配合。 
▲以上行程僅供參考，一切需依當地當時天候、交通等狀況而有調動，但景點不會減少，敬請各位貴賓見諒！ 
▲當地所使用車型車款將依照當日出發報名人數調整。 
▲馬祖地區交通資源有限，車輛安排皆以接駁為主；遇旺季期間，車輛調度吃緊，需請旅客見諒並耐心等待。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莒光風味餐 350 

晚餐: 馬祖紅糟風味餐 350 



 

南竿民宿:海天酒店、神農山莊、卡蹓英雄館、卡蹓牛角館、馬港驛站、蓮園民宿、津沙
101 民宿、95 小築民宿或同級 
北竿民宿: 北海岸民宿、宏瑞飯店、碧雲天民宿、台江飯店或同級 

 

 

南竿 天后宮+媽祖巨神像+祈福坑道 北海坑道 仁
愛鐵堡 枕戈待旦 馬祖酒廠+八八坑道 福澳港

台北港 
【天后宮】馬祖因『媽祖』而得名，是島上民眾的信仰中心，信仰者眾多，香火鼎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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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巨神像+祈福坑道】媽祖巨神像的高度 28.8 公尺，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石雕媽祖神像。 
【北海坑道】1968 年因應當時戰備需要，歷時三年完工，全長約 800 公尺，可提供百艘登陸小
艇停放。 
【仁愛鐵堡】鐵板西邊海上海上獨立的岩礁，由於地形險要，曾經闢為軍事據點。當年為兩棲蛙
人駐守，配置有軍階的軍犬二隻。 
【枕戈待旦紀念公園】  
當台馬輪駛進馬祖福澳港，倚著船桅大紅色的四個「枕戈待旦」總會印入眼簾，巍巍聳立在南竿
的福清嶺上。園區設有展望台登高俯瞰，可眺望福澳港全景，海天一色，別具一番風情。 
【馬祖酒廠】  
『開罈香千里，洗甕醉千家』，佳釀盛名遠播，古法釀製大麴、高梁、陳年老酒聞名。展出馬祖
酒廠歷代出產的紀念酒，遊客還能透過影片介紹、實物展示的方式，來了解馬祖酒廠的今昔。現
場還可以品嚐酒廠招待的高梁酒。 
【八八坑道】原是戰車坑道，現窖藏馬祖酒廠的各種陳年酒品。 
前往福澳港搭乘高速船，滿懷愉快的心情，返回台灣溫馨的家 

。 

圖源: 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海鮮巨無霸 500/人  或  無菜單料理風味 500/人 

晚餐: 敬請自理 

 

溫暖可愛的家 

**行程內容順序依航班時間及住宿地點作最後調整** 

 



出發日期 (國定假日價格不適用) 
團  費 

（計價單位： 

新臺幣） 

現金優惠價 

項  目 平日 卡假日出發(五.六) 

成  人 11388 12388 

小孩不佔床(2-6 歲以下) 10388 11388 

嬰兒(2 歲以下) 600 

單人房差 2200 
¢ 預約報名後，請於三天內繳交訂金每人NTD$3,000元。於收到款項後和正確旅客資料(中
文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始完成參團作業。於收到款項後，始完成參團作業。 
 ¢ 週五.週六出發視同為假日價+1000/人 國定假日連假另價+1000 

團費包含 ●台北港<>馬祖-福澳港(南竿)南北之星來回船票 
●南竿/北竿之間船票              ●南北竿旅遊車資/景點 
●馬祖住宿共 2 晚                 ●南竿<->莒光(東莒+西莒)旅遊車資/景點/3 段島際船票 
●餐食:早 x2，午 x2，晚 x2(升等一餐巨無霸豪華海鮮鍋) 
●旅責險(200 萬意外/20 萬醫療)**離島包含滯留險,提供旅客當地因班機取消,基本住宿與接駁
交通(餐自理)** 
●此行程無領隊，當地導遊接機。 
●當地合車合團 

團費不包含 1. 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行李託運規定每人限重 25 公斤，超過部分將加收行李超重費)、個
人旅行平安保險。 

2. 單人房差：請洽詢客服人員。 
3. 不含導遊及司機三天服務小費（共３００元）。 
●本行程特別贈送台北車站-台北港接駁,放棄則不退費,如欲搭乘台北車站接駁車來回請出發前
7 日或報名時與客服人員確認 

  
 

◎****因馬祖島際間交通易受風浪影響，以上行程安排僅供參考，實際行程順序以班機

時間;船班或天候;潮汐及導遊專業為主，本公司保留變更及刪除行程之權利！**** 
 
▶ 報名須知 
※本套裝行程須達 2 0 人（含）以上購買始可成行。 
※旅客報名後，經本公司作業並確認有房有位，將由本公司業務人員通知您付訂，且應於通知２
４小時內完成簽約並繳付訂金。逾時則不予保留船位及訂房，旅客不得主張任何形式之補償或賠
償。訂購時請一併提供【旅客姓名、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人電話（手機）、住宿房型、
房間數】以便及時作業。 
▶ 船票規定 

※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座位，座位安排係由船公司調度，同行者不一定能相鄰，敬
請見諒。 
▶ 住宿須知 
※馬祖離島受天候及物資運送不易等因素影響，溼氣較重，住宿品質以乾淨整潔為原則，飯店硬



體設備等級相當於台灣本島旅社、旅店、民宿，如有疑慮，請您斟酌是否報名。 
※受限離島住宿資源有限，除少數飯店外多為民宿，且房間數不多，團體或同訂單多旅客則有可
能分住於不同民宿。恕無法指定入住，飯店或民宿分配需以行程確認單為主，旅客若無法同意，
請勿下訂！ 
▶ 餐食須知 
※馬祖離島素食選擇性及變化性較少，多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素食之旅客建議可先自
行準備素食罐頭／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敬請諒解。 
※南竿用餐若未達 8 - 1０人一桌，將不提供桌菜而以個人套餐提供。 
▶ 交通須知 
※旅遊行程將於當地採「合車」及合併操作導覽。 
※馬祖離島遊覽車車齡較長，均經合法檢驗，但受限車輛資源不足需每日調度，須採接駁形式（不
固定車），旺季期間有每日換乘車輛之可能。導遊亦依照遊程而有每日每島更換導遊接待之可能，
旅客若無法同意，請勿下訂！ 
▶ 出團說明 

※行前說明資料將於出發日前 3 天提供。 
※返程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航班延誤而滯留馬祖，每日酌收 $1500 元。 
※遊程中如因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水運航班（包含本島線、離島線、島際線）延誤或滯留，滯留期
間住宿將由本公司協助安排。 
※若因為氣候不佳導致滯留馬祖，將提供依離島加值險內容提供旅客上限 1000 元實支實付的滯
留費用。 
※若因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航班取消，旅客可更改一年內其他日期出發，取消行程者本公
司酌收手續費 1000 元，並處理後續退票事宜。 
※行程中八八坑道為馬祖酒廠所有之儲酒空間，為保持儲酒溫度與濕度，酒廠得不定時關閉並禁
止人員參觀。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藍眼淚為自然生態景象，在每年 4-6 月為藍眼淚爆發最大期，但還是需在當日天候濕度環境適
合及月光光害最低情況下才能看到，若當日無法看到敬請見諒。 
※依搭船時間不同及各展館休館日期，行程或餐食次序若有變動，以當地接待為主。若因航班因
素導致餐食數需增加，可提供代訂餐食服務或自理，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此行程需 2 0 人以上方達出團人數，如人數不足無法出發將於出發前七天通知並
辦理退費。  

     ◆ 票種為團體專案，限當日當班使用，不得轉讓、不得更改行程，不得變更名字 , 不得換
人,, 開票後如欲延期、取消退票視同廢票，無退票價值。 

                    ＊＊＊恕無敬老/殘陪/兒童票,敬請見諒＊＊＊ 
     ◆ 船票請在開票前確認與身份證上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字號無誤，一經開票後如有錯誤
視同廢票，無退票價值必須重新購票。      
    ◆ 二歲以下嬰兒每人 600 元(僅為保險手續費) 
※ 飯店： 
     ◆ 馬祖住宿品質以乾淨整潔為主，住宿以二人房為主，恕不指定房型。三人房是以二人房



加床為主，因加床鋪關係客房空間稍微狹小，敬請見諒。 
 
※ 如遇天候不佳，為旅客安全考量，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內容之權利，還請見諒。或依各展館
休館日期，行程或餐食次序若有變動，以當地接待為主。 
※ 個人慣用之常備藥品，請隨身攜帶，請勿放置大件行李或托運行李中，以方便用藥。 ※ 本
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敬請見諒。 
※ 以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等考量，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或
身體狀況，已較不適旅遊仍執意出遊之貴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 
※ 本行程是無派領隊之團體行，台灣本島無領隊隨行，由導遊於當地接團服務。 

【報名前請事先閱讀注意事項】： 
1. 搭機/船時，請務必攜帶身份證正本或護照、駕照正本，未滿 14 歲小孩請帶戶口名簿或最近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或健保卡正本(需有照片)若因未依規定攜帶證件而無法登機時，依「國內旅
遊定型化契約」團費需扣 100％。請貴賓自行負擔所有損失（敬請見諒） 
2.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 25 公斤（行李超重需付行李超重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 7 公斤為原
則。每件長寬高不得超過 56X36X23 公分，超過上述限制者，應改以託運方式運送。禁止攜帶
上船隻物品說明(其他未載明事件,以現場安檢人員裁決為準)，旅客不得攜帶寵物進客艙，倘有寵
物應裝箱或籠以免排泄物外流以及壓縮氣體-如罐裝氣體、潛水用氧氣瓶、噴漆、殺蟲劑等、腐
蝕物(劑)-如強酸、強鹼、水銀、鉛酸電池等、爆裂物-各類槍械彈藥、煙火、仙女棒、爆竹、照
明彈等、易燃品-如汽柴油等燃料油、火柴、油漆、點火器等、放射性物品、氧化物品-如漂白劑
(水、粉)、工業用雙氧水等、毒物(劑)及傳染物-如殺蟲劑、除草劑、活性濾過性病毒等、其他危
禁品-如磁化物(磁鐵)具攻擊性及刺激性物品(如刀劍棍棒纇、弓箭、防身噴霧器等)。 
3. 本公司將依當天旅客人數安排交通工具，4 人座車或 7~9 人座廂型車或行程間以 20~26 人座
中型巴士搭配使用~(且因馬祖當地資源有限交通工具皆以接駁為主，無法專車專用，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4. 出發船班如遇天候不佳停開或取消，可更改日期一年內出發（同價位之團）；若無法挪期，要
求取消行程者，需扣作業手續費每人 500 元。 

5. 馬祖夏天輻射線強，應注意防曬，建議穿著輕便服飾、戴帽子、防曬油、輕便雨衣可折疊雨
傘。冬天平均溫度較台北低 4-6 度，應注意防寒與強風。 
6. 請攜帶健保卡及個人習慣性藥品、雨具、保暖衣物。為注重環保及衛生概念，私人盥洗用具(牙
膏、牙刷、毛巾等…) 最好自行準備。 
7. 馬祖為離島地區物資及食物缺乏，大部份食材需向台灣本島購買，成本較台灣高，餐廳或有
菜色及口味與台灣餐食有些差異，敬請遊客諒解！ 
8. 馬祖地區許多大陸物品及商品，購買時請特別注意問清楚能否帶回台灣。以防被海關沒收。（例:
農產品、水果、香煙…..等）。 
9. 馬祖春秋兩季溼氣較重，房間略有溼氣味，尚祈諒解。 
10. 馬祖電信-部分地區會自動轉為國際漫遊，請將網路設定為-手動搜尋 (網路設定)。 
11. 若因天候不佳船班延誤返台每日酌收 $1500 元 
12. 若遇天氣不佳或船班更改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一切行程
先後順序以當地導遊安排為主。 



 
▶ 搭船 及 航程中提醒 
(1)所有搭船旅客須全程戴口罩 : 從報到、坐船途中至抵達目的地，並且旅客不得自行更換座位。
若旅客經勸導不配合者，船公司將拒絶受理搭船，並依傳染病防治法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2)須配合量測體溫: 額溫到達或超過 37.5 ﾟ C，或無法配合者，拒絶搭船。 
(3)航程中船上禁止飲食，若因生理需求須喝水，請飲用完畢後儘速佩戴口罩。 
(4)每航次清潔消毒。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注意事項 
為配合中央政府規定防控疫情，具「列入第三級警吿國家或地區」活動史者，需進行 14 天居家
檢疫。若您有上述旅遊史，務必事先告知，我們將全額退款。 同時為配合「體溫過高者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3 項規定」，旅客經額溫槍量測達 37.5 度或有呼吸道症狀，
將勸導其返家休息及就醫並婉拒旅客參團，也將全額退款。 
感謝您的配合。 
********************************************* 
•• 出國旅遊防疫安全 •• 

1. 出國前，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國際疫情資訊及防疫建議，或於出國前 4 至 6 週前往
「旅遊醫學門診」接受評估。 
2. 旅途中或返國時，曾有發燒、腹瀉、出疹或呼吸道不適等疑似傳染病症狀，請於入境時主動
告知機場檢疫人員；返國後 21 天內，若有身體不適，請盡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 
3. 傳染病預防措施： 
（1） 用肥皂勤洗手、吃熟食、喝瓶裝水。 
（2） 有呼吸道症狀應配戴口罩。 
（3） 噴防蚊液，避免蚊蟲叮咬。 
（4） 不接觸禽鳥、犬貓及野生動物。 

※更多旅遊醫學相關資訊請查詢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國際旅遊與

健康」專區，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國外可撥+886-800-001922）。 敬請與領隊合作、並祝

旅途愉快 

 

▲ 出團前若遇天候因素，船班仍正常開船時，旅客認為有生命安全之虞者，旅客可解除契約，
將依據【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100 年 0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正）】-
第十二條之 一（出發前有客觀風險事由解除契約）解除之一方，應按旅遊費用百分之 5%補
償他方。若依實際之取消費用大於 5%取消費(如已開立機票..等)，本公司依規定內容扣除必
要費用後退還旅客。 

▲  取消規定：本公司作業均遵依照觀光局相關規定，與旅客簽署旅遊契約書，如遇旅客因故取
消，將依據【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100 年 01 月 17 日觀業字第 0990044124 號函修



正）】-第十一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收取取消費用。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
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諒。 

▲ 訂購本產品前，訂購人同意，本商品經訂購付款後，視同旅客同意相關取消（含異動）之規
定，如要取消或延期所衍生之費用需自行負責。如訂購人非旅客本人，訂購人將居於代理人
地位，亦即有義務充分告知使用旅客本人各行程內容及相關約定。 

▲ 若您對上述問題有任何不瞭解或疑問之處，請務必再次確認您所報名的客服人員，以求得最
正確的答案，也同時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特別說明★★ 
若因天候不良導致船班無法開船，可更改日期出發，若無法挪期要求退費者，需扣除行政作業費
用每人 1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