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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在馬祖
About this MAP

交通指引
Traffic INFO

  旅人啊！能與您在這份馬港慢活地圖相遇，是我們的榮幸！

  這份地圖是由一群來自臺北科技大學服務 - 學習教學助理 (TA) 共同

孕育而生，從民國99年始，每一年的寒暑假都有這樣一批TA們組成「馬

祖服務隊」到馬祖進行國小科學營隊與社區服務，從帶領孩子們進行科

學實驗、品德教育，到走入馬港社區與當地長者同樂、舉辦馬港夜市活

動促進商業繁榮等，都讓隊員們沉浸在馬祖質樸優雅的風貌中，將服務

的心昇華。因此民國 101 年開始，在暑假馬祖服務隊總召江威橙發起

之下，帶領隊員以「讀人、賞物、奇景、美食」四大子題進行馬港社區

的踏查探索，並於行前特別邀請荒野保護協會綠活圖推廣講師木棉指導

隊員們踏查的方式與精神。在訪問過程中恰逢馬祖博弈特區設置的議題

被各界討論，服務隊隊員們站在具有濃厚閩東特色的古厝前，思緒穿越

時空，懷想先民在開發的浪潮中不斷推進。

  馬祖在全國老化鄉鎮排名雖非名列前茅，因青壯年人口外出工作，

社區中接觸到的多為兒童與長者。但在與地方耆老的談話間，卻又感到

內心的質樸，看著屹立的媽祖像守候著出海人的安危，找回心靈的平

靜。跟著元宵擺暝隊伍走，品味細膩的漁村風情，透過馬港社區發展協

會，以人文生態為題，拿著這份地圖按圖索驥，你將看到馬港的自然樸

實，並以在地人的角度出發，看到在地印象中糾葛的臺馬情感，也看到

有別於軍備戰地、老酒產地等刻板印象的馬祖！

前往馬祖最便捷的方式便是搭乘飛機。目前飛往南竿、北竿的班

次皆由立榮航空經營，台北松山機場往返南竿機場飛行時間約

50 分鐘；台中機場往返南竿機場飛行時間約 65 分鐘。

航班起降時間集中於早上六點至下午六點，詳細航班資訊請洽立

榮航空網站查詢。目前可在  便利生活站完成

訂、購票作業，相當方便！

因馬祖地區氣候變化大，航班會隨著夏冬季終昏時間及當日天候

狀況進行調整，請出發前務必要向航空公司確認！

立榮航空訂位資訊

官方網站 http：//www.uniair.com.tw

臺北櫃檯：02-2715-6969；台中櫃檯：04-2615-5188

南竿櫃檯：0836-26522；北竿櫃檯：0836-56576

國內航線訂位：07-791-1000

中興航空離島直升機：0836-76331

臺馬輪為往來基隆港、東引、南竿福澳港三地之主要海上交通工

具，也是大家最常選擇的交通工具。目前每日皆有固定船班往返

馬祖、南竿、東引三地之間。

航行路線

航行時間

 從基隆港出發：

  19：30 購票，21：00 登輪，21：50 基隆出發 ( 早上抵達 )

 由南竿出發：

  7：30 購票，8：30 登輪，9：30 南竿出發 ( 傍晚抵達 )

乘船地點

 基隆市港西街 16 號 2 樓 ( 西岸旅客碼頭二樓大廳侯船室 )

票務船班資訊

 新華航業臺馬輪資訊網 http://www.shinhwa.com.tw

聯絡電話

 基隆：02-24246868；

 南竿：0836-26655；東引：0836-77555

訂位方式

  採電話訂票，可預訂三日內訂位，訂位相關規定請先詳閱網

站各項資訊再行訂位。

馬祖公車分為山線及海線，兩條線路皆有自介壽及馬港發車的車

次，行經路線的站別略有不同，可於上車前詢問公車司機。馬祖

公車可以以悠遊卡付款，軍警票 12 元、全票 15 元。

悠遊卡若需加值可至  進行儲值！

連江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服務電話：0836-25755

最新公車路線圖請上馬祖資訊網查詢 http://www.matsu.idv.tw

* 別忘了詢問您的民宿業者是否提供從福澳港下船或南竿機場下

飛機後的接送服務唷！

航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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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圖所涵蓋範圍於一平方公里內
為凸顯各特色景點 特使用仰角透視
部分景點距離於地圖顯示稍有調整

但皆於可輕鬆徒步抵達的範圍 故未繪製比例尺



節慶活動
Festive Activities

  馬祖地區節慶活動豐富，如每年四月份逢媽祖誕辰所盛大舉行的

「媽祖文化節」，以及每年農曆九月初九，相傳媽祖得道昇天的重陽

節當日舉行「媽祖昇天祭」，兩大節慶皆為馬祖人感念媽祖捨己為人、

普渡世間的精神而盛大舉辦，藉以提醒世人莫忘孝順慈愛。活動中更

有許多宮廟組團前來進香，好不熱鬧。

  在暑假期間更是海鮮盛產的季節，許多饕客們特別來到馬祖享用

鮮美的花蛤、淡菜及海螺，愛好海鮮的饕客們別忘了持續關注花蛤節

每年的舉辦時間！

  更多的節慶活動歡迎參閱卡蹓旅遊網 http://www.m-kaliu.com.tw

鐵馬遊馬港

 若您為愛好騎乘腳踏車旅遊的鐵馬一族，那千

萬別錯過馬祖規劃的腳踏車步道。從福澳港開始

的福清自行車道為初級難度路段，平坦的自行車

道一旁可遠望福澳港全景，於晚間騎乘更可欣賞

港中燈火點點的美景。體力充沛的車友可以挑戰

中高難度的登頂路線，自津沙出發，騎至雲台山

登頂後，順行而下至馬祖境天后宮進入馬港社區

休息，於新街與舊街補充水分與體力，接近日落

餘暉之時更可以至馬祖港欣賞落日美景，港邊的

咖啡廳更可以為一日的鐵馬之旅畫下句點！

24小時免付旅遊諮詢服務熱線

0800-011-765

緊急報案電話

119或 110

連江縣南竿鄉

馬港
社區

福澳港旅遊服務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 129 號
0836-26760

馬祖南竿機場旅遊服務中心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村 95-1 號
0836-26402

馬祖國家風景區南竿遊客中心
0836-25630

• 搭乘飛機的旅人，因氣候變化大，若遇濃霧將會影響飛機起飛及降

落，於出發前需再確認。

• 搭乘船的旅人，如遇海象不佳海浪過大，為維護安全船將停駛，於

出發前宜再確認。如受海象、潮流、季節、濃霧等影響，臺馬輪抵

港時間將有 30 分鐘 ~1 小時之誤差。

• 如逢機場關閉，則福澳港開航時間將延後 1 小時。

• 搭乘臺馬輪請備妥身分證，登船前需先經過出入境安全檢查查驗身

分證。

• 搭乘臺馬輪需特別注意單日及雙日的航程差異，以節省寶貴時間！

旅遊叮嚀
Handy Tips

深具特色的馬祖漢堡，外頭炸得酥脆的繼光餅夾上肉片、蛋等食材，健康滿分！

1 馬祖港

 馬祖港於民國 50-60 年

代是馬祖對外的重要港口，

目前的中正國中小的位置在

當時是造船廠，軍民人潮帶

動了馬港社區的熱絡，也是

馬港社區繁榮的起點。這份

地圖以馬祖港為中心出發，

亦包含這層寓意在其中。

民國 52 年的馬祖造船廠

許多的歷史老照片，歡迎到15 馬港社區文康活動中心欣賞！

感謝王榕樂先生提供

馬祖造船廠現址為中正國中小

馬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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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祖境天后宮

 本名林默娘的媽祖在 16 歲時，為解救深陷暴風雨的父親與兄長，

捨身投海救人而喪命，後遺體漂流至今日的馬祖港澳口，民眾感念林

默娘的孝行，特厚葬於現址，即目前天后宮中肉身靈穴處。天后宮建

築莊嚴，細緻的窗欄雕刻著許多媽祖的民間傳說故事，相當值得閱覽。

 目前宮中供奉的媽祖神像曾於民國 100 年由馬祖籍的登山家李小

石先生帶著媽祖金身攀登喜馬拉雅山，使媽祖成為第一尊登上聖母峰

的神明。「榮耀歸於天后、驕傲留給馬祖」，這是李小石先生聖母峰

攻頂成功歸來的感言，感謝李小石先生多次讓馬祖有機會躍上國際舞

台，雖然李小石先生於民國 102 年 5 月挑戰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時

發生山難，但人稱登山怪傑的李小石先生將永存於馬祖居民的心中。

3 媽祖宗教園區

 來到媽祖宗教園區第一眼可以看到 5 媽祖巨神像矗立在門前山上，

從海天廣場往 1 馬祖港方向走去便可看到由 12 座雕像引導的海軍小

艇隊步道，每座雕像都有一個媽祖的故事，步道連接著通往巨神像的

樓梯，途中會經過祭祀平台與戰備轍道，頂端的巨神像由媽祖祈福光

圈圍繞，晚間更可以看到一圈圈的神聖光圈照亮媽祖神像。

4 門前山祈福坑道

 馬祖堪稱為世界上軍事坑道最密集

的據點，全島隨處可見結構複雜的坑

道與砲座，在民國 94 年規畫 5 媽祖

巨神像，探勘設置地點時發現坑道正

好位於媽祖巨神像下方，穿越坑道與

民間習俗「鑽轎底」有異曲同工之妙，

民眾相信鑽轎底後能去除霉運，更可

以保平安，行大運、發大財，因此成

為媽祖虔誠信徒絕不能錯過！

5 媽祖巨神像

 世界第一高的媽祖神像矗立在門前山上，高

度 29.6 公尺，由 365 塊來自湄洲的花崗岩岩

塊所砌成，象徵保佑人民全年 365 天之涵義。

神像從規劃至完工歷經約 10 載，高度幾經變

革，後以馬祖四鄉五島總面積 29.6 平方公里

為其高度，有守護四鄉五島之意涵。

 抵達媽祖巨神像有三種方式，若於 2 馬祖

境天后宮參拜完，則可順著宮前大平台沿著朝

聖步道走登山階梯前往；若是從連江山莊對面

步道上山，則會在途中經過祈福坑道，可於此

4 祈福坑道入口進入，沿著坑道前進便可通

往巨神像正面，於走出坑道時抬頭便可看到宏

偉的巨神像；另外由 13 寶血幼稚園上方的戰

備轍道，則是較為和緩上山的環山步道，路途

稍遠，但坡度較為和緩，轍道兩旁更有舒適的

林蔭，適合健行上山。三條路線各有特色，於

各路線皆有不一樣的景致可以欣賞！

17

18

后澳水庫

勝天公園

 后澳水庫面東可看到美麗的日出，但馬祖易

有濃霧因此完美的日出相當少見，若您有幸能

在后澳水庫旁看著太陽從一望無際的海洋緩緩

升起，橘黃色的陽光穿透雲層發散而

出，耀眼的日出透過繚繞的雲層散發

出夢幻的色彩，相信將不虛此行！

 勝天公園幅員廣大，內有勝天植物園區、聯

外古步道、勝天亭等。在中央大道與勝天路的

叉路口，會看到題有「勝天公園」的牌樓，自

此開始便是一段綠意盎然的戰備轍道。沿著轍

道走，可以遠眺整個 1 馬祖港澳，也可以看

到 3 媽祖巨神像的全貌。

  每年到了夏季便是鳳蝶密集的羽化季節，

羽 化 前 可 以 看 到

五六隻毛毛蟲同啃一片樹葉的奇景，羽化後可

見漫天飛舞的大鳳蝶生生不息的採食繁衍，都

市的孩子們沒看過蝴蝶離自己這麼近，竟然害

怕得不敢前進，因為蝴蝶在人走過時會撞到身

上再飛走。

 除了豐富的動物生態，翠綠的儲水澳下方有

許多馬祖的原生植物，在這兒你可以找到當地

居民常吃的「椬梧」，口感類似椰果，是種紅

色的小果子。也可以看到

曾參加過台北花季博覽會

的馬祖豆梨及紅花石蒜。

目前在植物園

區中的植物超過三十種，豐富的原生植物可以

讓大小朋友認識不同的植物！

 往上走可以由水庫前壩欄一覽海澳美景，微

風徐徐吹來，波光粼粼的海面讓身心都能得到

紓解。一旁的勝天亭是駐軍於民國 79 年所建，

參考台北外雙溪至善園的建築形式重現宋代庭

院風格的造景。原木構架佐以灰陶瓦為頂，在

這可以享受到古樸幽雅之美！

 勝天亭後方即為聯外古步道，步道較為崎

嶇，可以通往苗圃或雲台山，若要攻頂的山友

可以由此前往。古步道沿途有茂密的林蔭遮

蔽，儼然成為戶外桃花源，走出古步道外則有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開朗！

勝天公園植物園區

勝天亭

聯外古步道

6 白馬文武大王廟

 白馬文武大王廟位於 8 科蹄澳

海邊，傳聞清光緒年間，科蹄澳

飄來兩具遺體，村民將之安葬；

不久文武大王藉助潘太子專屬的

乩童傳神諭，因而建廟。據說，

每當暴風雨將至，大王會顯現一

盞燈火穿梭於澳口上，以警示沿

岸的漁船返航避難，由於神靈保

佑，更堅定村民對白馬大王信仰，

而海難守護神的神蹟亦不脛而走。

7 刺五加

 素有台灣人參之稱的刺五加，在馬祖這一塊

土地上，在地人喜歡在夏天時煮來當涼茶喝，

在馬港社區的路旁，常常可見到刺五加的身

影，仔細觀察便可發現它是屬於三葉植物，且

因枝上有刺，所以在欣賞之餘也要小心不要被

刺傷。

8 落日步道

 馬祖規劃多條健行路線皆有對行人友善的木棧道，其中落日步道

便是其一。走在木棧道上，依山傍海的景色讓人心曠神怡。傍海的

景色是 11 科蹄澳的沿岸風光，在步道的末端連接的是 6 白馬文

武大王廟，在廟前廣場的四周便是夕陽公園，公園內種滿了美麗的

花，步道走累了可以在這休息，廣場也同時是觀賞落日的好地方。

在落日步道上看著紅暈沉入海中

9 金銀花

 金銀花有著細長的花蕊，如同花

精靈兩兩垂坐在花瓣上，黃白交錯

的花朵常被馬祖居民煮為涼茶飲

用，據傳有抗炎、解熱等保健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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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蹄澳

海螺

 福建為閩越族聚居之地，相傳

漢武帝戰滅閩越國後，遺民逃至

海上過著以船為家的生活，稱為

「蜑 民」。閩東人稱蜑民為「科

蹄」，又因當時蜑民群聚於海邊

捕魚維生，海灣又稱澳或沃，故

將此處稱為科蹄澳或科蹄沃。

 美麗的海邊很多人都會想把鞋

脫了跳下去玩水，在科蹄澳千萬

不可以。因為海邊岩石上有許多

貝類生物，使石頭表面相當銳利，

無法赤足踏入。科蹄澳面對中國

大陸，於戰地時期為防水鬼上岸，

特別在岩石上黏上玻璃碎片，讓

摸黑上岸的敵軍皮破血流，無法

輕易突襲馬祖。

 環海的馬祖飲食中富含美味海鮮，漁民更擅長調理道地

馬祖風味，其中海螺因肉質細膩甜美，富含多種營養素，

調理方式可爆、炒、燒、汆湯、打鹵，多元的烹調樣樣皆

美味，另為防止病菌和寄生蟲感染，在享用前應高溫烹調

10 分鐘以上，並去除其頭部避免神經毒液造成食物中毒。

 14 當地商家也多有海鮮風味餐可體驗，唯赴馬享用前

別忘了查詢各種海鮮的產季，才不會撲空！

ㄉ
ㄢ
ˋ

但在撿拾的時候，別忘了穿著布鞋
澳口有許多可愛小動物

且須特別小心避免尖銳物品刮傷

©

BAY
澳口風情

12 光武堂

 光武堂原為電影院，隸屬於軍方，後經馬港社

區發展協會爭取，現為協會所在，平日排有相當

多的課程與社區活動在此舉行。

13 石姆姆

 石姆姆為比利時人，本名「石仁

愛」，曾於江西、內蒙古、北平、

台北及金門等地服務，後於民國

65 年來到馬祖。當時馬祖醫療環

境落後，因此石姆姆便在馬港天主

堂旁設立海星診所，為馬祖居民提

供醫療服務，更曾為上千名的馬祖

人接生，備受居民愛護。「姆姆」

在馬祖話是保母的意思，暱稱石修

女為「石姆姆」，可見石姆姆與馬

祖居民的關係緊密相連。石姆姆服

務至民國 90 年退休，民國 99 年 6

月病逝於比利時，享壽 92 歲。來

到這兒可以到馬港天主堂、海星診

所及後方的寶血幼稚園，看到奉獻

一生給馬祖的姆姆，讓我們永遠感

念她的付出。石姆姆，謝謝您！

寶血幼稚園

連江地方法院

天主堂

海星診所

入口

戰
備
轍
道

馬港天主堂

石姆姆的石像

通往天主堂的戰備轍道

14 光武街

 光武街又稱新街，與一旁的舊街為

馬港社區最熱鬧的區域，街上有許多

美食，其中地瓜餃、紅糟糯米飯與繼

光餅三樣道地的馬祖美食，到了這兒

別忘了品嘗看看唷！

地瓜餃

 使用新鮮的地瓜洗淨削皮，蒸煮至

綿密鬆軟，並以 1:1 的比例與太白粉混

揉，麵團揉勻後應該是美麗的橘黃色，

取一塊約乒乓球大小的麵團將糖、花

生粉、蔥末調製而成的內餡包入，好

吃的地瓜餃就完成了。地瓜餃可以用

炸的或煮成甜湯，各有特色！

紅糟糯米飯

 紅糟特別的香氣搭配糯米的 Q 彈口

感，是獨具馬祖風味的私房料理。製

作方式很簡單。先以麻油爆香生薑末

至飄散微微焦香，後加入洗好瀝乾的

糯米來回拌炒 10 餘分鐘，倒入蒸籠蒸

煮 10 餘分鐘即可享用。在蒸煮前別忘

了於糯米糰中以筷子戳洞，讓糯米可

以受熱均勻更加可口！

繼光餅

 馬祖在地美食中不能錯過的便是繼光

餅，硬脆的外表對半切開裏頭夾上蔥、

蛋、肉片等食材，堪為最具特色的「馬

祖漢堡」。相傳繼光餅是由明朝戚繼光將軍發明，

將軍為縮短戰士用餐時間，發明了繼光餅並以此打下了多場勝

仗。在馬祖戰地前線享用，感受昔日戰地的刻苦食糧。

熱鬧的光武街應有盡有

金黃色的地瓜餃嚼勁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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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劍碑

馬港社區文康活動中心

 劍碑是在民國 73 年由駐軍修建

而成，當時的馬港還是個繁榮的

軍港，許多士兵都是由這個港口

上岸，軍方為砥礪軍人不能懈怠了

保家衛國的使命，才建立了這座劍

碑，提醒來往的軍民。矗立在藍天

下的劍碑，顯得雄偉而屹立不搖，

石劍是由手握持，更顯出堅毅的精

神，石劍上方刻有中華民國的國旗

與馬祖二字。

 社區文康活動中心位於馬祖圖書

館後方的小巷內，是傳統的閩東式

建築。方正的外觀格局猶如印章一

般。為了抵禦海盜的襲擊，一般窗

戶都建的又小又高。屋頂分為常見

的「二坡式」與少見的「五脊四坡

式」，牆壁砌成的方式也分為「工

字砌」與「人字砌」。
二坡式五脊四坡式

津沙部落也有許多五脊四坡式的房子如印章一樣方正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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