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函

會址：402 台中市南區五權南路 175 號 7 樓之 6
電話：04-22605159
傳真：04-22657887
聯絡人：蕭明佳

受文者：會員代表、顧問、廠商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26 日
發文文號：台建診泰字第 10600426 號
速別：普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報名表&行程內容

主 旨：檢送本會 106 年度會員聯誼自強活動報名表，請查照。
說 明：一、依據本會 106 年工作計劃表執行，並經第三屆第 5 次理監
事聯席會決議通過辦理。
二、1.時
間：106 年 6 月 7 日至 6 月 9 日止。
2.地
點：馬祖卡蹓假期 3 日遊。
3.團
費：每位 11500 元。
4.繳費方式：報名者請洽旅行社(自行刷卡)。
三、馬祖卡蹓假期 3 日遊行程及報名表，請詳如附件。
四、補助款 168,000 元整，廠商委員會提撥 32,000 元合計補助
款 200,000 元整依報名人數於出團時發放，補助對象：限
會員代表、顧問、廠商會員代表（上列均限本人，已繳納
106 年度會費者為限）
，不得遞補，其他需全額自費。
五、本會報名日期：106 年 4 月 26 日起，請詳填報名表回
傳至秘書處 FAX: 04-22657887（傳真後請來電確認
04-226205159) 以便安排相關事宜，逾期不候。

理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
馬祖卡蹓假期 3 日遊報名表
編號

參加姓名
(中文)

出生年月日
(民國)

身份證字號

聯絡電話/手機

膳食

傳真號碼
TEL:
手機：

□葷

FAX:

1

□素
聯絡地址：
TEL:
手機：

□葷

FAX:

2

□素

聯絡地址：
TEL:
手機：

□葷

FAX:

3

□素

聯絡地址：

報名即日期：額滿為止
聯絡人：蕭秘書 電話：04-22605159 傳真：04-22657887
出發日期:106 年 6 月 7 日至 106 年 6 月 9 日止
團 費：11500 元

理 事 長
公關主委

陳增炎

敬邀

※因馬祖機票旅行社只有 27 個機位，依報名繳費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參考航班：◎如遇航空公司航班異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的權力。
航空公司

起飛地

抵達地

立榮航空 B79071

清泉崗機場

馬祖南竿機場

6月7日

13：40

6 月 7 日 14：45

立榮航空 B79072

馬祖南竿機場

清泉崗機場

6月9日

15：20

6 月 9 日 16：20

台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南竿(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北海坑道、大漢據點、追尋藍眼淚)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民國 88 年 11 月 26 日正式揭
牌運作，專責風景區的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馬祖傳統的閩東石屋、海蝕奇景和飛翔群舞的
燕鷗，共同構築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麗景致；而道地的福州美食，也散發出誘人的獨特風情，
吸引文人與饕客流連忘返。不同季節造訪馬祖，均有滿坡縱情綻放的野地花朵，讓人彷若置
身於海上花園，令人遺忘俗事煩惱。南竿遊客中心提供簡報影片預約觀賞、觀光諮詢、摺頁
索取等服務，更是旅客來南竿時，一定會利用的休息點。◆北海坑道：民國 57 年，為戰略需
要而開始的「北海計畫」在馬祖地區開鑿了不少「地下碼頭」
，專供游擊戰艇停泊使用，如今
在軍方釋出之後，成為馬祖地區特殊的「戰地景觀」
，若無造訪北海坑道，便如同沒來過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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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配合潮汐做前後調整)
◆大漢據點：位於南竿南方的鐵板海岸線上，與莒光島、33、46 等據點控鎖著鐵板及梅石澳，
第一天 形成嚴密封鎖網，控制莒光方向水道，戰略地位相當重要。隨著兩岸情勢和緩，因具有觀光
星期三 發展的價值，國軍便將大漢據點移交給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民國 95 年整修完成。走入據
點內，每一處槍口、砲口均面向海洋，充滿肅殺氣息，體現了國軍當年「緊扼海疆、大漢天
威」之勢。遊客可從聯保廠旁步道進入，繞過據點上方，天氣好時，可以清楚的看見莒光的
輪廓。◆追尋藍眼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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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穿著短褲、拖鞋隨車導追尋藍眼淚)

食、宿

早餐：自理

午餐：自理

晚餐：馬祖風味餐 NTD300

南竿：神農山莊或同級
南竿

北竿（坂里沙灘、戰爭紀念和平公園主題館、壁山觀景台、橋仔漁村展示館、芹壁聚落）
南竿

◆坂里沙灘：平直的海岸，細軟的沙灘，對於多岩灘的馬祖而言，坂里的一片白色沙灘特別顯
得珍貴。由芹山、坂山、里山圍繞的坂里沙灘，與午沙沙灘相連成一片綿延的海岸線，砂質有
石英成分，當陽光照射時，整片沙灘會閃耀著白色內斂的光芒，不管是看日出，或是觀夕陽，
坂里沙灘都能讓人體驗光影雲彩變幻之美。 往白沙港方向不遠處，可見一座小巧多彩的天后
宮，就建在沙灘上，廟宇雕塑亦值得一看。◆戰爭和平紀念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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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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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山觀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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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仔漁村展示館：橋仔漁村展示館位於北竿鄉橋仔村．昔日橋仔村是北竿
鄉人口最多的村落，居民以從事漁撈及海路貿易為主，後因大陸淪陷產業轉型導致人口外流，
漁村逐漸沒落．為了繁榮漁村，運用政府推動富麗漁村之經費，整建橋仔村，進行公共景觀之
改善。橋仔漁村展示館沿革：清朝同治年間是一間鹽倉，後為彈藥裝填場所，民國四十年修建
為學校，之後又改為老酒廠至八十年棄置荒廢，近年才改建為傳統漁具漁網展示館。◆芹壁聚
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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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壁是馬祖閩東建築最具代表性
聚落，保存極為完整，深受國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原本因人口外移出現的空屋群，
在政府的修繕下，再次改建為民宿以及藝文空間等，讓芹壁呈現出多樣化風貌，房屋上突兀的
裝飾標語，更讓兩岸三地的大眾遊客們，不由得會心一笑。芹壁不僅有「鐵甲將軍」的傳說，
還有海盜屋的故事，都值得旅人去細細尋找。

食、宿

早餐：飯店內用
南竿：神農山莊或同級

午餐：馬祖風味餐 NTD300

晚餐：馬祖風味餐 NTD300

南竿（媽祖宗教文化園區、媽祖巨神像、馬祖酒廠、八八坑道）

台中

◆媽祖宗教文化園區：媽祖宗教文化園區位於馬祖境天后宮對面的門前山，一尊巨大的媽祖石
神像矗立於山頂，周身雪白，不但是園區的精神象徵，也是馬祖的新地標。媽祖宗教園區以媽
第三天 祖出生到羽化成仙的神話故事為主題，千里眼觀四面，順風耳聽八方，各有神韻。神像望向大
星期五 海，宛似傳說中駐守在海邊凝神眺望的默娘，手執明燈，有指引平安歸航的涵義，更彰顯了海
神媽祖的信仰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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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馬祖居民的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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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當地居民勘查神像周邊地形時，意
外發現位於巨神像正下方的門前山坑道，也成為當地居民津津樂道的逸事。◆馬祖酒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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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廠以生產大麴、高梁、藥酒和陳年老酒最受歡迎，如
今本公司推出的「元尊」高粱酒、陳年高粱系列產品，更是聲名遠播。南竿廠窖藏於八八坑
道中的馬祖老酒，由於存放時間超過 20 年，香醇柔順，口感特佳，2008 年 5 月 20 日，被馬
英九總統指定為總統副總統就職國宴酒，經國內各大媒體大幅報導，馬祖陳年老酒頓時聲名
大噪，銷量大增。◆八八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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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坑道一度成為中華電信的機房，至民國 81
年冬，軍方才正式移交馬祖酒廠使用。馬祖酒廠接收後，改為儲酒用，不僅是馬酒的一大特
色，「八八坑道」相關商品的上市，更一舉打響它的名氣。

食、宿

午餐：馬祖風味餐 NTD300

早餐：飯店內用
溫暖的家
費用說明

晚餐：自理

(星期三出發)

出團日期

大人及佔床小孩

2-6 歲不佔床小孩

106/6/7

$11500

$10500

費用包含:
馬祖來回機票；南北竿往來交通船資；專業解說員及環島車資；2 早+2 午+2 晚餐(餐標 300/人)；
台中
二宿南竿(二人一室)，馬祖地區無自然單間，單人房需補房差 1800 元；200 萬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藍
眼淚行程(為贈送夜間戶外海邊追淚行程，如天候因素或自行取消，恕無退費)。

※台中清泉崗機場直飛馬祖南竿機場因機位有限，旅行社只有取得 26 個位
置，依報名繳費順序額滿為主尚請見諒※

京王旅行社總公司
台中市(403)五權五街 151 號 6 樓 3-1
TEL：04-23730298

FAX:04-23727762 施

宏 河

0933-192535

京王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KEIO TRAVEL SERVICE CO.,LTD
信 用 卡 付 款 單
商店代號：京王旅行社（股）公司

42-016-04629

● 以下每項空格需以正楷詳細填寫並親自簽名（訂購人基本資料）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至：

信用卡背面識別碼：

（在信用卡背面簽名欄右上角的一排數字）

授權碼：

（此欄由特約商店填寫）

簽名：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日（

）

新台幣＄

消費金額：

夜（

）
訂購日期：

行動電話：
年

月

備註：
請填寫發卡銀行：
卡別：□VISA
□MASTERCARD
□普通卡 □金卡

□JCB
□聯合信用卡
□白金卡 □鑽石卡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倣使用約定，應按所示金額，付款於發卡銀行。
＊以上資料填寫完畢，請傳真至下列與您聯繫的公司

台灣病態建築診斷協會馬祖卡蹓假期三日遊

□傳真：（04）23727762

□聯絡電話：（04）23730298 施宏河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