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團日:週一~週三出發                      團  費：$7,480 元起／人 
      週日、週四出發                      團  費：$7,980 元起／人 
      週五、週六出發                      團  費：$8,680 元起／人 
【適用日期:6 月~9 月止】                                   【※六人成行~當地合團】 

 
A.高雄出發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FE091 高雄 金門 10:30 11:30 

第三天 FE096 金門 高雄 15:00 16: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B.台中出發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FE1051 台中 金門 09:50 10:50 

第三天 FE096 金門 台中 15:00 16:0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一天  台灣金門【金門迎賓館-八二三戰史館-昇恆昌免稅店-特約茶室展示館-

太武山健行之旅】 

【金門迎賓館】全世界唯二的金門迎賓館，過去有「地下希爾頓飯店」之稱，於軍管時代，金門早期常

有外賓參訪，但苦無住宿的地方，為接待外賓而建造；現除了開放部分的設施外，還展覽了鄧麗君小姐

在金門勞軍的相關資料與影片。 

【八二三戰史館】民國 47 年震驚中外的八二三砲戰，寫下中華民國歷史重要的一頁；金門此一小島，

卻要負起悍衛中華民國之責，短短的 44 天，落彈量達 47 萬餘發，其後又經歷 20 年的「單打雙不打」，

直到民國 67 年中共與美國建交才結束中共的砲火攻擊。本館建於民國 77 年，主要展覽金門在戰爭時的

展況報導與居民生活情況。 

【特約茶室展示館】民國 38 年（1949 年）大批國軍退守金門，大部分均借住於民房或屋主僑居南洋的

空屋，以及各村落的祠堂、廟宇。長久與居民相處，難免會衍生一些男女感情糾紛。於是澎湖最先推動



創設「軍中樂園」，經反映到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後，獲准試辦，侍應生則向台灣各地的風化區召募。

民國 40 年，也在金門朱子祠附近，設立金門的第一座「軍中樂園」，大約在民國 47 年後到 50 年之間，

軍中樂園易名為特約茶室。金門特約茶室計有：金城總室，山外、沙美、小徑、成功、庵前、東林、青

岐、后宅、大擔等分室，以及配合慈湖築堤工程而臨時設立的「安岐機動茶室」（工程竣工後隨即關閉），

共 11 間。特約茶室展示館即是利用原有之「小徑特約茶室」的空間，陳展這一段歷史。 

【太武山健行之旅】太武山別稱「仙山」，到處為嶙峋蒼勁的花崗岩石，沿著為紀念對金門有卓越獻而

命名的玉章路爬上，可以清晰的瞭望金門全島的外貌，沿途經過〈鄭成功奕祺處〉，可以觀看其鎮守與

練兵之處；再經過金門最著名的地標，由先總統 蔣公所親自題字的〈毋忘在莒勒石〉，高十餘丈，字跡

勁拔，氣勢雄偉，意在期勉刻苦自立。太武山上的〈海印寺〉，又稱＜太武嚴寺＞，建於宋朝時期，歷

史已逾八百年，為金門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 

   
早餐：XXX  ／午餐：戰地廣東粥餐 93 元/人 ／晚餐：高坑半牛餐 350 元/人 

住宿：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小金門風景區【四維坑道-湖井頭戰史館-鐵漢堡-勇士堡】大金門【水頭

民俗文化村-翟山坑道-莒光樓-後浦小鎮-金城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金城總兵署】

-炒泡麵 DIY(限住宿金沙大地國際度假飯店才有) 

【四維坑道】四維坑道又稱「九宮坑道」，是一個「雙丁」字狀的水道，共有 4 個出口。主坑道總長 790

公尺，最寬處 15 公尺、高約 11.5 公尺，是金門地區最大的地下坑道。四維坑道完工於民國 54 年，當

時是拿來用作戰時人員、物資的運輸，和大金門的翟山坑道相對望。走在四維坑道內，摸著一鑿鑿的痕

跡，可以明顯感受當時開挖軍人的艱辛，同時，也算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走進山洞中觀察金門花崗岩的

節理。坑道的出洞口還有一幅軍官開鑿坑道的臘像，栩栩如生。 

【湖井頭戰史館】建於民國 78 年，館內記載了八二三、九三數次戰役，國軍奮勇殺敵的記錄、圖片、

戰方遺留下的武器，湖井頭戰史館展示大廳分為兩個展區，展示前廳，展示了先總統蔣公和經國先生與

總長在戰時的書信往來等史績資料，湖井頭戰史館建館誌、湖井頭戰史館落成誌；展示後廳，擺設總統

頒授金門炮戰榮譽旗的虎旗及勳績詞，牆面懸掛部隊史、部隊旗、大二膽戰役的歷史意義、大二膽戰役

經過要圖等，讓遊客可以更了解現在與以前的金廈兩岸紛擾競合的時代變化，不同的歷史遊憩體驗，因

為戰史館與大陸白石砲台對立，所以貼心的在此設觀測站和高倍數望遠鏡，可以遠眺對岸的美麗山水風

景。 

【鐵漢堡-勇士堡】鐵漢堡以迷彩城牆偽裝於山坡樹林間，與將軍堡、虎堡、勇士堡共同肩負烈嶼北方

金烈水道的防禦，為捍衛金門的重要海洋門戶；國軍撤離後，整修為新興的觀光景點。保留原碉堡內的

軍事設施，如網絡般的地下坑道接連著地面上下的砲陣地、機槍堡、彈藥庫、七五戰防砲堡等設施，更

串連至各海岸據點及勇士堡。因碉堡的地理位置居高，視野展望極佳。勇士堡與鐵漢堡之間有地下坑道

相通，碉堡外圍有 3 米深的戰車壕，進出全靠一座小橋；堡內四通八達的坑道連接各機槍陣地及砲陣地，



並有彈藥庫、中山室與寢室等狹窄隔間，足以想像昔日阿兵哥的生活起居；地面通道保留了反共殺敵的

標語，見證著兩方對峙的一段歷史，通道盡頭的高台可欣賞美麗的海上風光。 

【水頭民俗文化村】水頭村已有 700 多年的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之傳統大聚落，從清乾隆年間的傳

統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

因此贏得「有水頭富，無水頭厝」美譽。而村中的金水國小、得月樓、黃輝煌洋樓等更是經典的代表作。 

【翟山坑道】為一 A 字型戰備水道，總長約 357 公尺，民國五十二年為因應戰爭所需而開挖，耗時三

年才完成，戰時供登陸小艇搶灘運補用，坑內並有停靠碼頭。一進入坑道內即可感受它的震撼力，望著

深遂的倒影，是多少人流血流汗才可建造出如此偉大的工程。 

【莒光樓】莒光樓的造型概念，源自於古典建築的做法，但具新意的比例調整與形式轉化，使得整座建

築呈現雄渾的氣勢。莒光樓曾作為中華民國郵票的圖案，發行版色甚多，隨著郵票傳佈全球，馳名國內

外，更是許多國內外賓客訪金的第一站，與「毋忘在莒」勒石同樣成為戰地金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 

【金城模範街】興建於 1924 年的模範街長約 75 公尺，街道兩旁是 40 間住商混合的店屋，充滿南洋風

情的紅磚拱廊加上整齊美觀的街道足以作為街道的模範，所以取名為《模範街》。模範街的興建年代正

是金門海外華僑經濟實力最巔峰的時候，以當時最新進及最現代的南洋殖民城市做參考範本，採所謂「五

腳基」的建築形式，用連續的廊柱呈現。 

【邱良功母節孝坊】建於清嘉慶 17 年（1812 年），係旌表平寇大將邱良功之母貞孝守節的事蹟而設，

為國定古蹟。牌坊由墨綠色的青斗石和泉州白石雕鑿而成，造型雄徫，雕飾繁多，是台閩地區現存牌坊

中最華麗壯觀的一座；柱腳的石獅中有一尊被奉為“石獅仙姑”的彩衣母獅，傳說是邱母許氏的化身，

被當地居民視為守護神 

【金城總兵署】自清康熙二十一年金門鎮總兵陳龍自金門城遷治「後浦」，這裡成為清代金門的軍政中

心。清金門鎮總兵署為台閩地區僅見的總兵署，極具歷史價值。現有配置為清道光年間的四進式規模，

中軸線上由前至後依次配置，山川門、大堂、穿堂、內署、內宅，形成前朝後寢的內外之別。山川門為

門面，大堂則為主要治事空間，也是總兵署的中心，內宅為起居生活空間，兩側配置對稱之廂房，皆有

廊道，為僚屬的辦事空間。建物前埕寬闊，前方並有照壁，圍塑出後浦城少有的廣場空間；內庭亦廣，

植有綠意盎然的大榕樹可供遮陽。民國之後，相繼為金門縣公署、金門防衛部、福建省政府、金門戰地

政務委員會等政府機關駐紮處，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現為清代軍政主題的展示館。 

【炒泡麵 DIY】請金門當地盛名的小吃店廚師預計 20:00 在金沙大地國際度假飯店的餐廳現場教學金門

炒泡麵的方法並且讓旅客現場 DIY 來準備宵夜享用，現場會準備鍋、廚具與食材來讓旅客實際操作體驗，

依然建議成人旅客來操作，預計活動持續到 21:00 結束唷。備註：炒泡麵 DIY 採用乙房一組鍋具設備來進行，

依該房住宿旅客人數提供準備份量。(由於此活動為金沙大地國際度假飯店提供，故限住宿金沙大地國際度假飯店的旅客才能

參加此活動，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午餐：三層樓芋頭餐 300 元/人 ／晚餐：金城老街自理餐 

住宿：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或 同級 

第三天  金門風景區【馬山觀測所-獅山砲陣地-山后民俗文化村-陳景蘭洋樓-成功



坑道】台灣 
【馬山觀測所】經過馬山播音站後，就進入馬山觀測所地下坑道，坑道全長為 175 公尺，為一座真實軍
事戰鬥坑道，坑道內有望遠鏡可供遊客暸望對岸大陸的島嶼，天氣良好時可用肉眼清楚的看到。 
【獅山砲陣地】獅山砲陣地是全國罕見的全坑道式榴砲陣地，其所部屬由美國所製造的八吋榴砲，在「八
二三」砲戰後期揚威戰場，發揮扭轉戰局的功效，為美人山旅陣地之北側門戶，地形險阨，工事堅固與
隱匿，有利部隊編製成綿密火網，可有效扼控金門都北部海域，戰術價值甚高，可封鎖廣闊灘岸，控制
整個東割灣。 
【山后民俗文化村】清光緒 26 年(1900 年)由至日本經商致富的王國珍與王敬祥父子，聘請江西建築名
師設計，採事先規劃方式，從每戶位置、用途到室內設計、庭院、閣樓等，乃至壁梁雕畫、裝飾泥塑取
材，都相當考究，歷時 25 年完工。這十八棟古厝全部依山面海、井然有序，分三排排列，呈現出精緻
而完整的閩南建築風貌。馬背、山牆、燕尾與藍天的美麗構圖，更是旅客不能錯過的美景。 
【陳景蘭洋樓】1921 年由至南洋致富的陳景蘭先生創建。1949 年後為部隊徵用，改稱「官兵休假中心」，
連同前方庭園稱「金湯公園」，八二三砲戰時期樓梯曾遭砲彈轟擊，1992 年部隊始撤軍。本體牆身為磚
砌抹灰，屋身構造為硬山擱檁，立面柱頭簷帶有多層裝飾，山牆上刻有「1921」字樣，外廊拱圈造形典
雅，面向大海，並有大面積階梯是花園平台及假山亭榭、門房建築。陳景蘭洋樓為金門規模最大之洋樓，
具有建築史上之意義與再利用之價值。  
【成功坑道】成功坑道一座真實的軍用海防坑道，以花崗岩為主的地下坑道，高 2 公尺、寬約 1.2 公尺，
坑道總長約為 560 公尺。設有五七戰防砲三座、九○高砲乙座，及機槍射口多處，過去是由軍方戍守及
監控金門南方海域安全。另一部分自中興亭連接正義里公所，則是以混凝土為主的坑道，為戰地政務時
期的民防自衛坑道，內部還保留民防指揮所。 
備註：由於三層樓芋頭餐廳與成功餐廳為金門當地盛名特色餐廳，桌位數皆不多，故若於旅遊期間無法用到此餐廳時，我們

將以其他當地特色餐廳替代用餐，例如：山西拌麵餐、記徳餐廳、東門餐廳等餐廳用餐，以行前說明資料為主，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成功鍋貼餐 250元/人  ／  晚餐：X X X   

住宿：溫暖的家 
 

 
◆費用包含： 
  ☆交通：高雄(台中)/金門來回經濟艙機票 
 ☆住宿：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或 同級 住宿二晚 
  ☆門票：行程所列之景點入園門票。 
 ☆用餐：行程包含 2 早餐、3 午餐、1 晚餐。(每桌以十人計算,素食另計) 
  ☆貼心：鋼友提供車上每人一瓶礦泉水。 
  ☆保險：新台幣２００萬旅行業責任意外險附加２０萬意外醫療險。 
◆費用不包含： 
  ※司機導遊小費 300 元/人，請於當地交付導遊。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其它開支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純屬私人之消費：如餐廳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 

 

 ※ 行程次序、內容、時間及住宿，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本行程適用班機：本行程台北、台中、高雄出發旅客適用於搭乘遠東航空，航班時間依實際訂位狀況
回復為主。 
※本行程報價適用於搭乘遠東航空之航班，依實際訂位狀況回復為主；若旅客預指定搭乘立榮航空或華
信航空之班機，則每人補機票差 1,500 元/人。 
※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導遊、司機小費 300 元/人，請於當地交付導遊。 
※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5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無派遣領隊隨行服務。 
※ 單團旅客人數大於 16 位以上方可要求獨立成團不加價；若旅客人數介於 10~16 位要求獨立成團，
則每人+500 元/人。 
※ 金門遊覽車安排:若旅客人數為 6~8 人，則採用九人座車型司機兼導遊；旅客人數介於 9~18 人，則
採用中型巴是司機兼導遊；若旅客介於 19~45 人時，則搭乘大巴一司機一導遊；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如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導致旅客滯留金門過夜時，則加收每位旅客 500 元起/人之住宿與接送費用(嬰兒
除外)，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由於金門飯店房型很少有 3、4 人房，多以一大床或兩小床的雙人房為主，將視各飯店回覆為主；如
果有加床，有可能是一大一小床型，也有可能是行軍床，請見諒。 
※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以導遊現場安排為主，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見諒。 
※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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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
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 金門旅遊期間因步行行程不少，建議穿著球鞋或橡膠鞋等適合步行的鞋款，皮鞋及高跟鞋不適宜。 
※ 金門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大型車停車超過三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記點罰款，
所以一般等客人上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 本行程中如客人自願不參加之景點，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費。 
※ 由於國內線航班飛行時間約為 50~70 分鐘，故各航空公司飛機上多以提供水，飛機上也無餐食可 供
購買。 
※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盡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
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它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順序會稍做調整或
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金門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行程報價所顯現之分級，為目前旅遊市場與飯店自身之一般認定，同
等級飯店也有可能會有報價有價差之實況，詳細以實際報價為主。 
※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走到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不一定能相鄰，
敬請見諒。 
※由於離島旅遊並無指派領隊隨旅客搭機去金門，故請旅客自辦登機、托運行李等事項，請事先告知旅

客唷！ 
※ 建議旅客行前備妥泳衣、泳帽、禦寒衣物。 

※ 請自備防蚊液或個人習慣之用品。 
107.05.23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