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6.09 - 11 大小金門經典三日遊
阿法的用心您看得見 ======





阿法的專業
阿法的貼心
阿法的豪華
阿法的享受

–
–
–
–

專業領隊全程服務, 確保團體品質, 不併團!
提供導覽耳機, 清楚聽導遊講解, 同時還能美景拍滿拍夠拍到飽
入住金門唯一五星級昇恆昌金湖大飯店的 “ 14 坪湖景菁英房”
早去晚回的航班, 無自費行程, 無自理餐( 阿法提供高餐標的午晚餐, ,
廉坤牛餐, 新天地海鮮料理, 湶民水果創意料理都是網路高點評餐廳, 到金門必吃
的美食. 非市場上平價產品所提供餐盒或低餐標的團餐)




阿法的情意 – 車上提供礦泉水無限暢飲. 不另收領隊,導遊服務費.
阿法的溫馨 – 挑選二家開放式文化產業店購買伴手禮(自由選購), 把時間充分
運用在必訪必看必拍的美景上 (市場的平價團至少跑 7-8 個文化產業店,
每個點至少需花 30 分鐘, )

建議航班時間 (實際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主)
出發

航班

日期

編號

6 月 09 日

6 月 11 日

起始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數

華信航空
AE1281

台北松山機場

金門尚義機場

08:10

09:10

1 小時

華信航空
AE1274

金門尚義機場

台北松山機場

17:20

18:30

1 小時 10
分

(台中或高雄出發可另外安排立榮航班與團體在金門尚義機場會合)

每日行程
第一天 松山機場 – 金門尚義機場 – 古寧頭戰史館 – 北山古洋樓 - 雙

(06 / 09) 鯉濕地生態館 - 莒光樓 - 得月樓 – 翟山坑道 - 建功嶼 - 品嘗貢糖

搭乘華信航空或立榮航空早班機飛往金門, 抵達後隨即展開大小金門三日逍遙遊.

古寧頭戰史館 ~~
西元 1949 年 10 月 25 日發生著名的「古寧頭戰役」, 戰爭結束後也開始了國共雙方的
長期對峙. 1979 年雙方砲擊止後, 金門軍方於 1984 年便在古寧頭興建「古寧頭戰史
館」. 館內 12 幅大型油畫重現當時景像, 記錄下金門歷史重要戰役.

北山古洋樓 ~~ (行車導覽)
建於西元 1928 年的「北
山古洋樓」由古寧頭人李
金魚、李炎芽、李天足三
兄弟合建因至菲律賓馬尼
拉經營椰子貿易有成, 返
回家鄉在北山老家建了兩
落大厝併左護龍疊樓的洋
樓. 因為洋樓地勢高視線
良好, 可覽盡村中各個角

落, 極具戰略價值於古寧頭戰役時遭到共軍占領成為指揮所, 歷經激烈槍戰和砲擊, 無
疑是金門為戰爭前線的歷史證明

莒光樓 ~~
做為金門的精神象徵, 以中國傳統建築的作法, 將傳統城樓放在現代建築的基座之上,
締造一項獨特建築美感. 這座建築建於西元 1952 年, 是為了表彰在古寧頭戰役中的國
軍官兵而建, 也傳達「固若金湯, 雄鎮海門」的戰地精神, 成為金門征戰時期最具代表
性的地標. 自西元 1959~64 年間, 莒光樓四度被中華民國郵政總局做為郵票的主題, 郵
件遍及海內外, 與「毋忘在莒」勒石同樣成為戰地金門著名的地標性建築, 也是當時金
門的最佳代言人。

得月樓 ~~
建於公元 1931 年, 是水頭聚落黃輝煌經商致富後, 委請福建內地的匠師陳南安設計建
造的一座高聳建物, 也是當時水頭聚落最高的建築, 便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意涵,
取名為「得月樓」. 得月樓建造時, 正是金門地方治安最壞的時期, 強盜登陸劫掠的事
件層出不窮, 而水頭聚落位在海邊, 也是強盜上岸覬覦的對象, 因此得月樓特意打造許
多防禦工事, 三,四樓的牆面有供架槍瞄準用的槍眼, 屋頂女兒牆的垛口是為防禦使用,
此外還有逃生密道, 在緊急時刻帶領主人通往相鄰的番仔樓內, 具機能性又不失美觀,

讓得月樓曾獲得台灣歷史建築百景之一.

翟山坑道 ~~
大金門最具代表性的坑道, 循階梯而下, 走進翟山坑道幽暗的光線裡, 鬼斧神工的軍事
傑作就在眼前, 坑道盡頭接引著深不見底的海水, 可見當時國軍的艱辛衛國! .

建功嶼 ~~
建功嶼位於金城南門的浯江溪口, 面積約 500 平方公尺, 又名董嶼, 珠嶼, 鰲嶼, 是金
門本島與烈嶼之間海面的衛哨, 一嶼堅守如砥柱中流,「建功砥柱」因此得名. 潮退時,

除了可以看見潮間帶豐富的生物外, 還能走過原本在海中的石板道登上建功嶼, 因此又
被稱作金門版的『摩西分海』, 島上豎立的鄭成功石像望著故鄉福建南安. 與石板道兩
側高大的「牡蠣人」裝置藝術, 都是遊客鏡頭下熱門的景色！

<陳金福貢糖號> – 品嘗貢糖囉 ! 創立於西元 1911 年清朝時期, 在 2012 年被經濟部評選為
最具歷史性的貢糖百年店, 2 015 年正式通過臺灣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成為金門在地文化教育
旅遊觀光景點之一. 參觀現場製作貢糖過程, 並品嘗新鮮成品.

早餐: 自理
午餐: 金麒麟餐廳風味餐 (3000/桌)
晚餐: 新天地餐廳海鮮餐 ( 4000/桌)
住宿: 5 *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14 坪湖景菁英客房)
===========================================================================

第二天

陳景蘭洋樓–沙美摩洛哥(沙美老街)

- 瓊林窯燒紅磚牆 -

小金

(06 /10)

門之旅 (四維坑道, 鐵漢堡, 勇士堡, 湖井戰史館, ) –返回大金門

陳景蘭洋樓 ~~
金門旅居新加坡僑商陳景蘭於公元 1921 年興建的洋樓宅第, 也是金門規模最大的一棟
洋樓, 是金門華僑回鄉興建「番仔樓」代表作, 淨白色的外觀讓陳景蘭洋樓多添了些洋
味, 精緻的雕花與對稱拱門, 西洋建築的工法令人印象深刻

沙美摩洛哥 (沙美老街) ~~
沙美摩洛哥是位於
沙美老街的頹屋,
走進沙黃色的頹屋
建築彷彿置身在中
東沙漠之中,大家
來到這都說像是到
了北非國家摩洛
哥, 充滿神祕異國
風情, 每個角度拍
出來都超有 fu, 是
年輕人們必訪的熱
門打卡點!

瓊林窯燒紅磚牆 ~~
由金門在地藝術家吳鼎信先生籌畫兩個月, 與瓊林 60 多位民眾協力打造出高三公尺,
寬十八公尺的紅磚窯蓋成的木棉花樹牆! 其紅磚採用古法窯燒方是鑄成, 隨著歲月的痕
跡, 更能激發出紅磚的魅力. 推出後立即成為金門熱門 IG 打卡點！

四維坑道 (又稱九宮坑道) ~~
小金門最著名九宮坑道,
與大金門的翟山坑道同
樣是戰時為確保軍事運
補作業的安全, 採取的
地下化作戰設施, 總長
約 750 公尺, 主坑道寬
約 12 公尺, 高度約 7 公
尺, 從九宮碼頭為起點
穿透山體, 一路延伸到
羅厝漁港.

湖井頭戰史館 ~~
湖井頭位於烈嶼西北方, 距離廈門只有 5,000 多公尺, 在戰時與大金門東北角的馬山,
西北角的古寧頭, 大膽島皆為昔日的心戰喊話基地。（行車導覽 ）八達樓子 - 位於小
金門中心點，勝利門與八二三炮戰勝利紀念碑.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廉坤牛肉餐 (350/人) 不吃牛者可安排非牛餐.
晚餐: 金喜來烤魚餐 (4000/桌)
住宿: 5*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14 坪湖景菁英客房)

===========================================================================

第二天 逛逛昇恆昌免稅店 - 獅山砲陣地 – 民俗文化村 – 後浦古鎮(模範
(06 / 11) 街, 邱良功母節孝坊,清金門鎮總兵署) - 陽翟老街 - 831 特約茶室
展示館 – 品嚐麵線 - 松山機場
好久沒出國了. 全亞洲最大的昇恆昌免稅店就在金門, 緊鄰飯店隔壁, 怎能不來逛逛呢!

獅山炮陣地 ~~
是現存唯一的坑道式榴彈砲陣地, 又名為震東坑道, 取「威震金東」的意涵. 坑道全長
508 公尺, 平均高度達 4.6 公尺,寬 3.6 公尺相當寬敞. 2011 年轉化觀光使用, 開放參觀
內部戰備室, 尤其是 823 砲戰期間立下戰功的 8 吋榴砲. 如今戰爭的恐怖不再, 獅山砲
陣地著名的砲操表演, 在遊客眼前演譯發射砲彈的流程, 雖然已不像過去那般驚懾，但
鏗鏘有力的答數與步伐, 仍為參觀的遊客留下深刻印象.

山后民俗文化村 ~
來到金門如果想看到完整的古厝聚落, 一定不能錯過山后民俗文化村！這群建築完成於
清光緒 26 年, 為旅日族人王國珍, 王敬祥父子經商有成, 號召族人闢建而成, 佔地相當
廣闊, 包括 16 棟閩南傳統二進式建築, 1 棟學堂建築及 1 棟王氏宗祠共 18 棟, 合稱為
「十八間」. 這 18 棟屋邸全都依山面海, 格局, 型式, 排列工整一致. 整齊劃一，配合
彩繪, 石雕, 磚雕, 交陶裝飾, 精緻的建築風貌, 展現傳統建築的工藝技術, 更藉由四周
隘門防禦, 形成嚴密自衛空間, 以防盜匪侵襲, 說是金門閩南建築的代表作也不為過

邱良功母節孝坊 ~~
是臺閩地區現存牌坊中最為完整壯觀的一座. 節孝坊建於西元 1812 年, 旌表任浙
江總督的金門人邱良功守節 28 年的寡母, 茹苦含辛, 教子成龍的感人事蹟. 牌坊
全以上好石材砌成, 雕工精細, 堪稱藝術傑作.

陽翟老街 ~~
過去為金東師駐紮的軍事重鎮, 亦是當時軍人娛樂消費的去處. 在當年繁榮的商店街上,
有電影院, 撞球室, 澡堂, 理髮廳等. 但隨著軍隊撤軍, 陽翟老街逐漸沒落, 後來因電影
《軍中樂園》在此拍攝, 復刻金門 60 年代歷史場景, 融合了在地人文與戰地元素, 完成
這一幕「軍民一家」的歷史記憶, 該部電影也榮獲釜山國際電影節開幕片殊榮, 和第 51
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最佳男配角的肯定, 更入選為第 65 屆柏林影展電影大觀單元.

<百年老店馬家麵線> - 馬家麵線由創始人馬森殿在廈門同安老家以製造麵線起家, 民國初年
落腳金門, 由廈門傳入金門, 設址南門里舊街內. 現已祖傳五代已有麵線百年老店之美譽! 參觀
製作並現場試吃!
爾後前往機場, 搭乘華信航空或立榮航空航班, 飛抵松山機場, 結束這趟有震撼, 有文
化的深度金門逍遙遊
早餐: 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 湶民創意水果料理 (餐標 605/人)
*****因航班, 天候潮汐等因素, 本公司保有視實際狀況之不同而更改行程之權利.****
***** 本行程不進購物站強迫購物 (只參觀 2 個觀光工廠推廣金門文化產業) *****

以上行程報價 : TWD15,900/每人(二人一室)
單人一間房加價 TWD4500
確定報名參加請繳交訂金 TWD5000.
報價包含:
1. 松山 – 金門來回經濟艙機票
2.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湖景菁英房二晚住宿 + 早餐
3. 三個午餐 + 二個晚餐如上述行程所示
4. 大小金門車資 + 大小金門來回船資
5. 200 萬旅責險 + 20 萬醫療險(實報實銷)
6. 專業領隊全程陪同服務
報價不含:
1. 所有私人消費
2. 機場行李超重費 (免費托運行李限一件 10 公斤,手提行李限一件 7 公斤)
3. 旅遊平安險 (視個人需求,請自行投保)
報價注意事項:
1. 最低成團人數 : 16 人(無法成團時訂金將無息全數退回)
2. 以上報價已是安心優惠價, 無另外補助及優待.
3. 金門旅遊較容易因天候, 或人力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行程耽誤, 若因此無法準時返
台, 所衍生之費用, 除保險額度外均由旅客自行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