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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 新金龍 馬可1 捷安 八方 金星6 新五緣 蓬江 金瑞龍 和平 東方 迅安 馬可1 八方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蓬江 東方 迅安 八方 金星6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蓬江 和平 馬可1 迅安 八方 金星6 捷安 金瑞龍 和平 蓬江 東方 迅安 馬可1 八方 捷安 新金龍 新五緣 東方 金星6

2 五 金星6 金瑞龍 和平 八方 東方 捷安 蓬江 金星6 新五緣 馬可1 迅安 東方 八方 和平 金瑞龍 新五緣 蓬江 新金龍 迅安 八方 馬可1 和平 捷安 和平 捷安 八方 金星6 蓬江 新五緣 金瑞龍 迅安 八方 東方 和平 金星6 新五緣 蓬江 馬可1 迅安 東方 八方 和平 金瑞龍 捷安 新金龍 馬可1

3 六 馬可1 新金龍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新五緣 蓬江 東方 捷安 金星6 和平 新金龍 八方 迅安 馬可1 捷安 蓬江 金星6 和平 八方 金瑞龍 迅安 新五緣 迅安 和平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蓬江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八方 金瑞龍 迅安 東方 捷安 蓬江 金星6 和平 新金龍 八方 迅安 馬可1 新五緣 金星6 金瑞龍

4 日 金瑞龍 金星6 和平 八方 馬可1 迅安 蓬江 東方 捷安 新金龍 新五緣 金星6 八方 和平 東方 捷安 蓬江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金星6 和平 迅安 和平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蓬江 捷安 金星6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和平 東方 捷安 蓬江 新金龍 新五緣 金星6 八方 和平 東方 迅安 馬可1 新金龍

5 一 新金龍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東方 和平 蓬江 新金龍 迅安 金瑞龍 捷安 金星6 八方 新五緣 馬可1 迅安 蓬江 金瑞龍 捷安 八方 金星6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和平 八方 新金龍 蓬江 迅安 馬可1 捷安 八方 東方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蓬江 金瑞龍 捷安 金星6 八方 新五緣 馬可1 和平 金瑞龍 金星6

6 二 金星6 東方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和平 金星6 迅安 新金龍 蓬江 取消 金瑞龍 和平 八方 東方 取消 蓬江 馬可1 迅安 新五緣 迅安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八方 和平 東方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取消 馬可1 和平 八方 金星6 取消 新金龍 蓬江 迅安 金瑞龍 新五緣 東方 馬可1

7 三 馬可1 東方 新武夷 蓬江 金星6 和平 八方 新金龍 新五緣 馬可1 迅安 金瑞龍 蓬江 新武夷 東方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迅安 蓬江 金瑞龍 新武夷 和平 新武夷 和平 蓬江 馬可1 八方 新五緣 東方 迅安 蓬江 金星6 新武夷 新金龍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迅安 金瑞龍 蓬江 新武夷 東方 和平 新金龍 金瑞龍

8 四 金瑞龍 東方 迅安 蓬江 馬可1 新武夷 八方 金星6 新五緣 金瑞龍 和平 馬可1 蓬江 迅安 新金龍 新五緣 八方 金星6 和平 蓬江 東方 迅安 新武夷 迅安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八方 新五緣 東方 和平 蓬江 馬可1 迅安 金星6 新五緣 八方 金瑞龍 和平 馬可1 蓬江 迅安 新金龍 新武夷 金星6 東方

9 五 新東方 金星6 和平 蓬江 金瑞龍 迅安 八方 馬可1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金瑞龍 蓬江 和平 金星6 新武夷 八方 馬可1 新五緣 蓬江 新金龍 和平 迅安 和平 迅安 蓬江 新東方 八方 新武夷 金星6 新五緣 蓬江 金瑞龍 和平 馬可1 新武夷 八方 新東方 新五緣 金瑞龍 蓬江 和平 金星6 迅安 馬可1 新金龍

10 六 新金龍 馬可1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和平 八方 金瑞龍 迅安 新東方 捷安 馬可1 蓬江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捷安 蓬江 金星6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捷安 和平 蓬江 新金龍 八方 迅安 馬可1 捷安 蓬江 金星6 新五緣 金瑞龍 迅安 八方 新東方 捷安 馬可1 蓬江 新五緣 新金龍 和平 金瑞龍 金星6

11 日 金星6 金瑞龍 捷安 八方 新金龍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和平 馬可1 新武夷 新東方 八方 捷安 金瑞龍 和平 蓬江 新金龍 新武夷 八方 馬可1 新東方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五緣 八方 金星6 蓬江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八方 新金龍 捷安 金星6 和平 蓬江 馬可1 新武夷 新東方 八方 捷安 金瑞龍 新五緣 新金龍 馬可1

12 一 馬可1 新金龍 新武夷 八方 金瑞龍 捷安 蓬江 新東方 新五緣 金星6 迅安 新金龍 八方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新武夷 捷安 新武夷 捷安 八方 馬可1 蓬江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迅安 新金龍 八方 新武夷 新東方 捷安 金星6 金瑞龍

13 二 金瑞龍 金星6 迅安 八方 新東方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金星6 八方 迅安 新東方 捷安 蓬江 馬可1 和平 八方 新金龍 迅安 新武夷 迅安 新武夷 八方 金瑞龍 蓬江 捷安 金星6 和平 八方 新東方 迅安 金瑞龍 捷安 蓬江 新金龍 和平 金星6 八方 迅安 新東方 新武夷 馬可1 新金龍

14 三 新金龍 馬可1 和平 八方 新東方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新武夷 金瑞龍 新五緣 金星6 八方 和平 馬可1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新五緣 八方 新東方 和平 迅安 和平 迅安 八方 新金龍 蓬江 新武夷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新東方 和平 新金龍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新五緣 金星6 八方 和平 馬可1 迅安 金瑞龍 新東方

15 四 新東方 金瑞龍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和平 蓬江 馬可1 迅安 金星6 捷安 新金龍 八方 新五緣 金瑞龍 迅安 蓬江 新東方 捷安 八方 馬可1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和平 八方 新東方 蓬江 迅安 金瑞龍 捷安 八方 新金龍 新五緣 馬可1 迅安 蓬江 金星6 捷安 新金龍 八方 新五緣 金瑞龍 和平 新東方 馬可1

16 五 馬可1 新東方 捷安 蓬江 金星6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和平 馬可1 新武夷 金瑞龍 蓬江 捷安 金星6 和平 八方 新金龍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五緣 蓬江 馬可1 八方 和平 新東方 新武夷 蓬江 金星6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八方 馬可1 新武夷 金瑞龍 蓬江 捷安 金星6 新五緣 新金龍 金瑞龍

17 六 金瑞龍 新金龍 新武夷 蓬江 馬可1 捷安 八方 金星6 新五緣 金瑞龍 迅安 馬可1 蓬江 新武夷 新金龍 新五緣 八方 金星6 迅安 蓬江 新東方 新武夷 捷安 新武夷 迅安 捷安 蓬江 金瑞龍 八方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蓬江 馬可1 新武夷 金星6 新五緣 八方 金瑞龍 迅安 馬可1 蓬江 新武夷 新金龍 捷安 金星6 新東方

18 日 新東方 金星6 迅安 蓬江 金瑞龍 新武夷 八方 馬可1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金瑞龍 蓬江 迅安 金星6 捷安 八方 馬可1 和平 蓬江 新金龍 金瑞龍 迅安 新武夷 迅安 新武夷 蓬江 新東方 八方 捷安 金星6 和平 蓬江 金瑞龍 迅安 馬可1 捷安 八方 新金龍 和平 金瑞龍 蓬江 迅安 金星6 新武夷 馬可1 新金龍

19 一 新金龍 馬可1 和平 蓬江 金星6 迅安 八方 金瑞龍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馬可1 蓬江 和平 新金龍 新武夷 八方 新東方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和平 迅安 和平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八方 新武夷 馬可1 新五緣 蓬江 金星6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八方 新東方 新五緣 馬可1 蓬江 和平 新金龍 迅安 新東方 金星6

20 二 金星6 金瑞龍 新五緣 蓬江 新東方 和平 八方 金星6 迅安 馬可1 捷安 新東方 蓬江 新五緣 金瑞龍 迅安 八方 新金龍 捷安 蓬江 馬可1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和平 蓬江 金星6 八方 迅安 金瑞龍 捷安 蓬江 新東方 新五緣 金星6 迅安 八方 馬可1 捷安 新東方 蓬江 新五緣 金瑞龍 和平 新金龍 馬可1

21 三 馬可1 新金龍 捷安 八方 金瑞龍 新五緣 蓬江 新東方 和平 金星6 新武夷 新東方 八方 捷安 馬可1 和平 蓬江 金星6 新武夷 八方 金瑞龍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蓬江 和平 新金龍 新武夷 八方 金瑞龍 捷安 新東方 和平 蓬江 金星6 新武夷 新東方 八方 捷安 馬可1 新五緣 金星6 金瑞龍

22 四 金瑞龍 金星6 新武夷 八方 馬可1 捷安 蓬江 新東方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金星6 八方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蓬江 馬可1 迅安 八方 新金龍 新武夷 捷安 新武夷 捷安 八方 金瑞龍 蓬江 新五緣 金星6 迅安 八方 馬可1 新武夷 新東方 新五緣 蓬江 新金龍 迅安 金星6 八方 新武夷 新東方 捷安 馬可1 新金龍

23 五 新金龍 馬可1 迅安 八方 新東方 新武夷 蓬江 新金龍 捷安 金瑞龍 和平 金星6 八方 迅安 馬可1 捷安 蓬江 金瑞龍 和平 八方 金星6 迅安 新武夷 迅安 新武夷 八方 新金龍 蓬江 捷安 馬可1 和平 八方 新東方 迅安 新金龍 捷安 蓬江 金瑞龍 和平 金星6 八方 迅安 馬可1 新武夷 金瑞龍 金星6

24 六 金星6 金瑞龍 和平 八方 新金龍 迅安 蓬江 馬可1 新武夷 金星6 新五緣 新金龍 八方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蓬江 新東方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和平 迅安 和平 新五緣 迅安 八方 金星6 蓬江 新武夷 金瑞龍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和平 馬可1 新武夷 蓬江 金星6 新五緣 新金龍 八方 和平 金瑞龍 迅安 新東方 馬可1

25 日 馬可1 新東方 新五緣 八方 金星6 和平 蓬江 新金龍 迅安 馬可1 捷安 金瑞龍 八方 新五緣 金星6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捷安 八方 金瑞龍 馬可1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和平 八方 馬可1 蓬江 迅安 新東方 捷安 八方 金星6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蓬江 馬可1 捷安 金瑞龍 八方 新五緣 金星6 和平 新金龍 金瑞龍

26 一 金瑞龍 新金龍 捷安 蓬江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金星6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馬可1 蓬江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八方 金星6 新武夷 蓬江 新東方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五緣 蓬江 金瑞龍 八方 和平 新金龍 新武夷 蓬江 馬可1 捷安 金星6 和平 八方 金瑞龍 新武夷 馬可1 蓬江 捷安 新金龍 新五緣 金星6 新東方

27 二 新東方 金星6 新武夷 蓬江 金瑞龍 捷安 八方 馬可1 新五緣 新金龍 迅安 金瑞龍 蓬江 新武夷 金星6 新五緣 八方 馬可1 迅安 蓬江 新金龍 新武夷 捷安 新武夷 捷安 蓬江 新東方 八方 新五緣 金星6 迅安 蓬江 金瑞龍 新武夷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迅安 金瑞龍 蓬江 新武夷 金星6 捷安 馬可1 新金龍

28 三 新金龍 馬可1 迅安 蓬江 金星6 新武夷 八方 金瑞龍 捷安 新東方 和平 馬可1 蓬江 迅安 新金龍 捷安 八方 金瑞龍 和平 蓬江 新東方 迅安 新武夷 迅安 新武夷 蓬江 新金龍 八方 捷安 馬可1 和平 蓬江 金星6 迅安 金瑞龍 捷安 八方 新東方 和平 馬可1 蓬江 迅安 新金龍 新武夷 金瑞龍 新東方

29 四 金星6 金瑞龍 和平 蓬江 新東方 迅安 八方 金星6 新武夷 馬可1 新五緣 新東方 蓬江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八方 新金龍 新五緣 蓬江 馬可1 和平 迅安 和平 迅安 蓬江 金星6 八方 新武夷 金瑞龍 新五緣 蓬江 新東方 和平 金星6 新武夷 八方 馬可1 新五緣 新東方 蓬江 和平 金瑞龍 迅安 新金龍 馬可1

30 五 馬可1 新金龍 新五緣 蓬江 金瑞龍 和平 八方 新東方 迅安 金星6 捷安 新金龍 蓬江 新五緣 馬可1 迅安 八方 金星6 捷安 蓬江 金瑞龍 新五緣 和平 新五緣 和平 蓬江 馬可1 八方 迅安 新金龍 捷安 蓬江 金瑞龍 新五緣 新東方 迅安 八方 金星6 捷安 新金龍 蓬江 新五緣 馬可1 和平 金星6 金瑞龍

31 六 金瑞龍 金星6 捷安 蓬江 馬可1 新五緣 八方 新金龍 和平 金瑞龍 新武夷 金星6 蓬江 捷安 新東方 和平 八方 馬可1 新武夷 蓬江 新金龍 捷安 新五緣 捷安 新武夷 新五緣 蓬江 金瑞龍 八方 和平 金星6 新武夷 蓬江 馬可1 捷安 新金龍 和平 八方 金瑞龍 新武夷 金星6 蓬江 捷安 新東方 新五緣 馬可1 新金龍

備註： 廈門地區訂位電話：

6.遠欣船務(新五緣)：082-312656 1.大榮海運(馬可波羅1號)：0592-2020233  6.遠欣船務(新五緣)：0592-2393557

7.全國船務(新武夷)：082-313010 2.金廈海運(新金龍、金瑞龍)：0592-2071458 7.全國船務(新武夷)：0592-2071435

8.和平船務(和平之星)：082-320258 3.坤龍航運(新東方)：0592-3216666 8.和平船務(和平之星)：0592-3280577

9.南星航運(捷安)：082-371725~6 4.金安航運(金星6號)：0592-3216666 9.南星航運(捷安)：0592-2056055

10.海西企業(蓬江)：082-324579 5.協成船務(八方、迅安)：0592-3280577 10.海西企業(蓬江)：0595-28660126

交通部航港局核予上揭客船營運許可期限至107年7月31日止。船期表實施有困難者，各船舶運送業得相互協調異動後，報送本局備查後實施之。

5.協成船務(八方、迅安)：082-312255

航班

異動

資訊

2018年3月份  小三通船班時刻表

1. 金廈航線"新武夷"客船3月1日至6日歲修，航班異動。  2. 金廈航線"捷安"客船3月6日至9日檢修，航班異動。 3.金廈航線"新東方"客船自3月9日起替換"東方之星"客船投入營運。

廈門五通/泉州石井--->金門金門--->廈門五通/泉州石井起迄

金門地區訂位電話：

開航

時間

1.大榮海運(馬可波羅1號)：082-373007

3.坤龍航運(新東方)：082-312501

4.金安航運(金星6號)：082-313008、312349

2.金廈海運(新金龍、金瑞龍)： 082-3126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