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見旅行社  WINKING TRAVEL SERVICE CO., LTD 

旅遊日期：2019 年 12 月 28-30 日(周六日一) 

台北市林森北路 500 號 3 樓之 1  TEL:02-21002040  FAX:02-21002848  交觀甲 6329  品保北旅 1176 

三峽扶輪社 ~ 深入金門戰地三日遊 
景色清麗的金門島，素有”戰地公園”之美譽，獨特的古厝林蔭戰地風情，已成為國內第六座國家公

園，值得您仔細品味每一處角落；如果妳對金門也燃起了一窺究竟的好奇心，邀請您和我們一起來探

索金門的神秘之旅。 

【航班說明】立榮航空(暫定)去程 B7-8807(08:20-09:40)/回程 B7-8826(18:00-19:00) 
【戰地風情】最盡職、最出色的導遊群，帶您深入戰地、古蹟，超值完美的服務。 

【地方特色】參觀當地閩南式建築，帶您進入金門戰地國家公園。 

【頂級住宿】金門唯一五星級標準—金湖大飯店(昇恆昌集團投資)。 

【好禮相送】小包貢糖、手工麵線、一條根小藥膏、二晚品酩高粱酒。 

             ※提供每人礦泉水(足夠不限量)。 

【體驗金門】親身體驗軍事設施及最新開放民防坑道、擎天廳觀光等資源。 

【購 物 站】貢糖、菜刀、一條根、麵線、高梁酵素。 

 
【行程規劃】(※如遇排定參觀坑道整修封閉，將更改其他坑道為替代。) 
※行程順序因班機不同有所調整，以下順序僅供參考，以導遊依當日狀況調整為準，行程不會短少！ 

天數 行     程 

第一天 

台灣/金門 
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金門機場，迎接佳賓，機場報到，辦理登機手續，飛往金

門尚義機場，抵達戰役國家公園…..【金門】。 
【陳景蘭洋樓】金門規模最大的一座洋樓。陳景蘭洋樓的變遷，也可以說是金門近代史的

縮影。 
【擎天廳】開鑿於太武山腹，1962 年 11 月開建，以炸藥、簡易機械工具及雙手開鑿，隔

年 7 月竣工，長 50 公尺、寬 18 公尺、高 11 公尺，可容納千餘人。戰時與其他坑道相連，

成為作戰中樞，也曾做為傷患收容所；後來則轉做官兵休閒娛樂場所，可欣賞勞軍表演或

播放電影。 
【金門貢糖】現場參觀製作過程及品嚐新鮮成品。發揚祖傳貢糖手藝，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品嚐一條根茶】一條根研究中心為金門原生葯用植物,勝過韓國高麗蔘。 
【古寧頭戰史館】多媒體影片，戰情大型油畫、戰役文物史料、槍械配備等展示，以紀念

此一聖戰。 
【北山指揮所】牆垣上千瘡百孔的彈痕,說明當年戰況慘烈。（行車導覽） 
【雙鯉溼地生態館】周邊的溼地是金門眾多候鳥的棲地，紀錄的水鳥達二百八十餘種。 
【慈湖三角堡】在兩岸軍事對峙時曾扮演第一線據點，與中國廈門相距約一萬公尺，在兩

岸對峙時期，負有監控大、小金門間金烈水道及防守慈堤防務的任務。  

 早：自行安排  午：成功佑聖鍋貼(NT$ 300)  晚：記德餐聽(NT$ 300) 

 宿：金門唯一五星級－金湖大飯店(昇恆昌集團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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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金門 
晨喚，飯店享用早餐後，【獅山砲陣地】為全國唯一坑道式砲陣地，位於金門東北角五虎

山的獅山砲陣地，起建於民國 54 年，為全國唯一坑道式砲陣地，是在花崗岩開挖，全長

約 508 公尺，負責金門東北部海域安全。 
【山后民俗文化村】依山向海，棋盤式整齊排列，建築物的泉州白砌牆、交趾陶壁飾、斗

拱雕琢、等等充滿古趣的閩南傳統建築聚落、共十八棟古厝,是金門「梳狀排列」建築的代

表作。 
【馬山觀測所】與角嶼島僅距 2300 公尺，為金門本島距大陸最近的軍事據點。 
【金門酒經銷中心】陳列金門歷年所生產之各式高粱酒，並品嚐濃郁香醇享譽世界知名金

門高梁酒。 
【金合利鋼刀工廠】觀看砲彈鋼片如何變成菜刀。 
【太武山】金門第一高山，別稱仙山到處是嶙峋蒼勁的花崗岩石，一路步行而上。抵達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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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印寺】又稱太武巖寺，已逾八百年之仙山古剎名寺，鐘靈毓秀，列入國家三級古蹟。 
【瓊林聚落/瓊林風獅爺】瓊林是金門地區閩南聚落與傳統建築保存最完整的代表。  

 早：飯店享用  午：古早味紅葉(NT$ 300)  晚餐：喬安牧場(NT$ 300) 

 宿：金門唯一五星級－金湖大飯店(昇恆昌集團投資) 

第三天 

金門/台灣 
晨喚，飯店享用早餐後，【翟山坑道】海軍小艇坑道，戰地國軍在花崗岩覆蓋的山腹內，

爆破穿洞，鞏固的地下堡壘。 
【莒光樓】仿古宮殿式的三層樓建築，碧瓦紅柱、棟宇輝煌、用於中華民國郵票圖案而馳

名中外。 
【小金門之旅】前往水頭碼頭塔船前往小金門參觀。 
【四維坑道】當時戰役國軍運補戰備資源，坑道內處處可見花崗岩石之雙丁字型水道。  
【烈女廟】又稱＜仙姑廟＞，堪稱小金門香火最鼎盛的廟宇。 
【湖井頭戰史館】紀錄大二膽、九三、 八二三戰役，象徵烈嶼島的堅毅精神。 
【八達樓】位於小金門中心點，勝利門與八二三砲戰勝利紀念碑（行車導覽）。搭船返回

大金門。 
【高梁屋中心】品嚐養生醋及高梁酒酵素。 
【馬家麵線】現場參觀及品嚐多種口味手工麵線。製麵技術、自廈門傳入金門、祖傳三代，

百年老店。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馨的家，期待下次再相見。 

 早：飯店享用  午：小金門芋頭宴(NT$ 300) 點心：金門燒餅(每人 2 個) 

 宿：溫馨的家 
 

◎團費報價： NT$11,900元/人（現金價） 
團費包含：1. 行程所列景點門票、交通、導遊/司機小費。 

2. 指定住宿金湖渡假大飯店(五星級飯店)*二晚（二人一室）。 
3. 餐食包含早餐*2餐、午餐*3餐(餐標3000/桌)、晚餐*2餐(3000/桌)、點心*1(金門燒餅)。 
  （未足10人/桌須另補餐差；晚餐並安排品酩高粱酒） 
4. 投保旅遊責任險 300萬＋20萬 意外醫療險。 

 

業務聯繫： 饒吳冠先生(板橋社 Rtn.Tiger) 0932-38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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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飯店是金門當地第一間五星級國際

觀光飯店，設有 276 間客房(包含豪華湖景總統套房)。
座落於金湖鎮，客房設計獨具在地人文特色，寬敞且舒

適，面積自 13 坪至 60 坪不等，滿足每位貴賓對空間

與氛圍的需求。 
 
SINGLE ROOM 位於飯店 5 樓，大片落地窗飽覽太武

山景，開闊的視野，令人心曠神怡。 
TWIN ROOM 位於 6-11 樓層的精緻客房，配有兩張單

人床，整面落地窗，太武山景一覽無遺、崢嶸的花崗岩

石、挾帶著綠樹成蔭，美景盡收。 
客房設備~ 
 Slumberland 斯林百蘭英國進口名床 
 頂級義大利 OLIVA del Mediterraneo 牌沐浴用品、專

屬浴衣 
 溫馨舒眠的羽絨被、羽絨枕 
 乾濕分離衛浴設計、42 吋高畫質液晶電視 
 全套衛浴設備 
 免費寬頻上網(有線與無線 wifi) 
 專屬保險箱 
 

 
飯店設施包括中式餐廳、西餐自助餐、大廳酒吧、宴會廳、會議室、

商務中心、精品屋、貴賓室、健身房、三溫暖水療池及游泳池。 
 
同時，飯店也緊鄰著亞洲最大、佔地 9,000 坪的免稅店「昇恆昌金湖

廣場」，讓每位貴賓一站即可購足各式精品。 
 
昇恆昌期待能帶給金門旅遊市場一個全新的選擇，一同帶動兩岸「金

門、廈門、台灣大旅遊圈」，讓更多海內外的貴賓都能來此觀光旅遊，

享受金門的多元的人文風情、戰地風光、還

有知性又古意的在地民情。 
 
 

資料整理 BY 遠見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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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簡介 
金門雄峙閩海、汪洋四環，舊名浯洲，又有仙

洲、浯江、浯島諸稱。金門之得名始於明洪武

年間置守禦千戶所，江夏侯周德興築城建垣於

此，又因其地位內捍漳廈，外制台澎，實有「固

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勢，因名之為「金門」。

晉世五胡亂起，中原義民南遷渡海來金避難，

金門始有居民。唐代陳淵率眾入島墾牧，生聚

日蕃。宋世朱熹主簿同安，設帳燕南，家絃戶

誦，島民乃競以氣節相尚。明清兩代，科甲鼎

盛，名將輩出，極一時之盛。明末魯王、鄭成

功義起金門，並東渡台灣驅荷復台。 
民國以來，鄉僑創業海外，贊助革命，建設家

園，貢獻極大。迫近世，國軍進駐，先後歷經「古寧頭」、「大二膽」、「九三」、「八二三」、「六

一七」等戰役之洗禮，自是金門一躍為保障台海安定之自由長城。 
 

島形中狹，東西端較寬。東西向約有二十公里；南北向最長處在東，約十五公里；中

部最狹處僅三公里，誠如金錠狀。島四面，嶼礁羅列，星羅棋布，如眾星拱月，散布

於東經一一八度二十四分，北緯二十四度二十七分之海面中。現轄金門、烈嶼、大擔、

二擔等十二座 島嶼，總面積一五 O．四五六平方公里。金門主峰為太武山，雄偉莊厚，

獨冠嶼上；自麓徂頂有十餘里，逶迤凝結，崚嶒皆石，近觀之若兜鍪狀，故名太武。

其石紛糾縈紆若印章篆刻，又稱「海印」，隔海遠望，如仙人偃臥之形，海上人因別

呼之為「仙山」。民國四十一 年，先總統 蔣公於太武山摩崖之手銘「毋忘在莒」，

則為今日島上軍民臥薪嘗膽，朝惕夕勵之精神指標。 
 
傳統聚落 

金門國家公園豐富的人文史蹟表現在歷史古蹟及傳統聚落建築上。金門

地區的國家級古蹟計有二十一處，而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內的古蹟有牌

坊﹑古塔﹑石碣﹑墓園﹑宗祠等共十一處﹐每一處古蹟都記載它曾在歷

史走過的痕跡。傳統聚落與建築是國家公園內最豐富的文化資產，在歐

厝、珠山、水頭、瓊林、山后、南山及北山等七個具代表性的傳統聚落

中，大部分仍維持漳泉式樣的傳統閩南式建築，不論是磚石材料的運

用、建築裝飾的表現、或是平面的佈局皆變化多端，深具獨特的地方風

格與豐沛的藝術生命力。另有俗稱“番仔樓”的西式洋樓建築，其中又以中西和壁的洋樓最具特色。這種

清末民初由外出經商的僑民所引進的西式建築格式，與本地建築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更多樣性的民居風

貌﹐此種風格以水頭的「得月樓」洋樓群為代表。宗祠多則是金門另一特殊的文化風貌。金門之聚落多

由單姓血親所形成，在這些村落中均建有該姓宗祠以祀奉先人，形成一種以宗祠為中心的同姓宗族聚落

社會，例如珠山的薛氏、水頭的黃氏。本地宗祠密度之高，為全國之冠，這除了說明本地宗族觀念深厚

外，此種慎終追遠不忘根本、重視血緣濃情的情感民風也正是金門地區最樸實最珍貴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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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鳥據點 
由於金門位於大陸邊緣，又是候鳥南來北往的中繼站，鳥類資源特別豐

富，全島到處可見彩羽繽紛、群鳥悠然停棲的景致，是金門國家公園最

豐富且最具特色的野生動物資源，也是賞鳥人士的天堂，舉凡鹹淡水溼

地、潮間帶以及陸地田野、樹木、灌叢間，均可看到多樣且豐富的鳥類

資源。秋末冬初是金門觀鳥的最佳時段，過境鳥與冬候鳥會集，種數繁

多，令人目不暇給，較適合的賞鳥據點有金沙水庫、陵水湖與西湖、古

崗至水頭沿岸、慈湖、浯江溪口等，有興趣的人士可前往觀賞 
 

戰役據點 
自民國三十八年後金門經歷了古寧頭大捷、九三砲戰、八二三砲戰等多場

保衛台海安危的戰役，多次的戰火洗禮在這裏留下了不可抹滅的歷史痕跡

與戰役史蹟，如斷垣殘壁、彈孔累累的北山洋樓；居民集資興建的戰火英

烈李光前將軍廟等。 而作為保障台澎安全的第一道防線，長期的戰備需

要使得島上各項防禦工事極為堅強，如貫穿太武山的中央坑道、擎天廳，

瓊林的地下戰鬥坑道，馬山播音站，翟山、四維小艇坑道等設施﹐而在馬

路上常可見，立於十字路口的反空降堡及空曠田野中的反空降樁則替園區

保留了些許的戰地風情。另在區內的古寧頭﹑八二三﹑湖井頭戰史館則陳列了與本地區各戰役相關的歷

史文物。 
人文史蹟 

金門昔稱浯洲，又名仙洲，自晉世以來即成為中原遺民離亂避禍的世外桃源，於明清兩代，科甲鼎盛，

名將輩出，文風極一時之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古蹟、宗祠、寺廟、古厝和獨特的風物民俗，在島上

隨處可見。又因位於大陸沿海的中點，地理形勢極為險要，明清以降為守護邊疆的重鎮，而後又歷經台

海戰役成為保障台澎安危的戰地前線，遺留了許多戰役及戰備工事的史蹟與紀念文物。 不論是傳統建

築景觀、歷史文物或是戰役紀念史蹟，這些豐富的人文史蹟皆深具有保存研究與解說教育的價值。 
 

 
著名地方特產：高粱酒、麵線、貢糖、一條根、砲彈鋼刀、風獅爺… 

著名鄉土小吃：蚵仔麵線、蚵仔湯、廣東粥、燒餅、高粱酒香腸、高粱鹹豬肉… 
還有好吃新鮮的海產、可口的小茶點及糕點及農特產品… 

 
～金門的美由您細細品味～ 



遠見旅行社  WINKING TRAVEL SERVICE CO., LTD 

旅遊日期：2019 年 12 月 28-30 日(周六日一) 

台北市林森北路 500 號 3 樓之 1  TEL:02-21002040  FAX:02-21002848  交觀甲 6329  品保北旅 1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