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金門‧

    金門自古屬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所轄，民國四年始創縣治。舊名

「浯州」，它的一脈歷史，均與戰爭有所淵源，由於孤懸海中，古

時屢為海盜倭寇肆虐，直至明朝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興築城鞏固

海防，禦寇防盜，以金門城「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地理形式，

因名「金門」。金門縣位於九龍江口外，鄰近中國大陸廈門。整座

金門本島呈現金錠狀，共含十二座島嶼。因地理位置的緣故，金門

經歷戰役的洗禮，在綿延不絕的沙灘上，還能看見當時反登陸的軌

條砦，感受戰爭時的肅殺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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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五口通商，許多金門人出海經商致富後回饋鄉里，

建造許多聚落來相互照望、抵禦海盜，也帶回巴

洛克式的建築風格，興建融合建築特色的洋樓，

成為金門僑鄉文化的特殊景象。走進古厝聚落

，古樸的宗祠、燕尾翹脊馬背圓脊、有對稱美

感的囍字卍字裝飾、混著閩式建築的洋樓，來

金門必看的一道人文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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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山砲陣地】位在金門獅山腹
   內，又名震東坑道是全國唯一全坑
   道榴彈砲塢據點
【歐厝沙灘(沈睡的戰車)】細緻的沙質和平緩的海流，
   是附近住民散步或游泳的好去處，能夠欣賞海上日出也是一大賣點，
   除此之外，退潮時，側臥在海灘上的戰車遺跡現蹤，更是遊客爭相拍
   照的難得景色，沉睡的戰車靜靜地夢著曾經戰事。
    ※此行程需視潮汐安排行程
【軍中特約茶室】讓您認識早期金門特有軍中文化，了解何謂老兵口耳相傳的”
  831 ”
【建功嶼】金門的摩西分海，一直以來並非神話，而是海上農夫的絲、路潮間
 帶的生態步道，芬蘭藝術家打造了4個鋼鐵牡蠣人，代表著金門海上農夫（蚵
  民）與反登陸的軌條砦，成了拍照打卡地標，滿潮時，海水會淹至牡蠣人的
 腳部。
【珠山聚落】位在金門本島的西南方、環島西路起點，這裡是一個薛氏單姓聚
  落，薛氏祖先在元朝由廈門薛嶺的前來定居，至今已經有  650 年歷史。 清
  麗的色彩是步入珠山聚落的第一印象，聚落四周高地環繞， 中有 大潭， 呈
  「四水歸塘」的風水吉穴， 整個聚落以宗祠為中心向兩邊拓展環繞著大潭而
  建，古老磚牆的赭紅與清澄潭水的沉綠相互輝映 ，成一幕美好景象。 
  備註: 有些景點須配合潮汐行車等等，而會有所調整.......

小港機場集合  ✈  金門

早� xxx 

午�⽜家� ��3000/� 

晚�六喜⼩� 3000/� 

宿� ⼼�古⺠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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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門

大金門

【九宮坑道】小金門
最著名的雙丁字型的水道
，總長約750公尺，坑道
主體全都是花崗岩，從九
宮碼頭為起點穿透山體，
一路延伸到羅厝漁港，有4處出海口及5座地下坑道，共可以容納52艘小艇
停泊，與大金門的翟山坑道同樣是戰爭時為確保軍事運補作業安全而建的
【沙溪堡】由花崗片麻岩及花崗岩混合而成，從南山頭角度看像極了鳥嘴
，所以又被稱為「鳳嘴」，可以遠眺大膽、二膽、檳榔嶼及廈門，堪稱是
小金門最網美的IG打卡景點。軍事上更肩負重要責，如同大小金門各個軍
事據點，營區裡碉堡、彈藥庫、  坑道一應俱全
【湖井頭戰史館湖】距離廈門只有5000多公尺，可以眺望廈門市景，外觀
像座城池，廣場陳列著高砲和機槍等武器，館內展示阿兵哥駐守金門的日
子、電話亭傾聽他們的聲音、砲戰時所使用的各種書信武器資料等等，瞭
望體驗區可以透過高倍望遠鏡看廈門的高樓，完整記錄了小金門的戰史。

烈嶼~ 小金門一日

沙溪堡、陵水湖、湖井頭戰史館

,紅土溝據點、西方社區巡禮、百

年風獅爺、玄天上帝、風雞、烈

嶼文化館、八達樓子、九宮坑

道、媽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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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廟】
烈女廟本名「貞節祠」，相傳當地軍人發現在廈門遇難後漂流到小金門的
姑娘，而姑娘託夢表示感謝軍人將它埋葬並希望能面向家鄉廈門，若能完
成她心願將保佑當地居民，烈女廟因此而建，且以靈驗著名，吸引許多人
前往祭拜許願
【雙口海濱】雙口出海口，距離廈門島最近之海岸，為昔日雙口村民橫
渡廈門之渡船處，此地海灘寬廣平坦，民國38年後成為第一線海防重
地，在潮汐線上設置軌條砦，三層重疊，綿延數里，頗為壯觀

早��店⽤ 

午�⾦⾨�味-�師� 2500/� 

晚�⾦⾨�味-三層� 2500/� 

宿�成�⽂旅  (⼆⼈⼀室)

https://chenhsiu.com/room/

【八達樓子】可說是小金門的著名

地標，位於烈嶼九井路與八青路交

會的圓環，是一座仿城堡式的建

築，樓頂有7位手握手榴彈或機關
槍成備戰姿態的戰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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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戰事的種種�在

�代的記憶裡�是���綿���

宮的坑��在�去是串��軍事�點

的�⾓�堅�雄�的���曾經�負�

守��洋的重責��下��的戰�史蹟��

�累累彈痕�記�⾦⾨獨具⼀格的�史痕跡��旅⼈�會征戰�期緊

繃肅�的�圍�

景點介紹  :

【大膽島】屬於金門縣烈嶼鄉的一部份，抵達小金門後
還需要搭船才能登島，有「戰地秘境中的秘境」之稱與
廈門僅有4400公尺，在兩岸軍事對峙的年代裡，這裡被
譽為前線中的前線。大膽島的面積不大、地勢平緩，經過
多年的整建，在2019年，終於正式在遊客眼前揭開面紗，讓人可以一探
這座秘島的過往。
【大膽碼頭】「大膽擔大擔，島孤人不孤」、「忠心貫日月，奮勇撼山
河」，一踏上大膽島的門面，就有許多巨幅標語，令人肅然起敬。
【生明路】約500公尺長的生明路，兩側豎立相對的泥塑獅子，計有212
對636隻獅子(公、母再加小獅)，而大膽島全島則總共有491對，1473隻
水泥塑獅子。

勇闖金門大膽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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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島心戰牆】大膽島名氣最響亮就
是心戰牆了！建於西元1986年，高3.2公尺、長20
公尺的巨牆寫著軍事標語，是來到廈門旅遊的大陸遊客們最熱衷的景點，
在一旁的瞭望台，可以從望遠鏡裡看見搭船巡航在海岸線邊的對岸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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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店⽤   午�中式合� 2500/�    晚�中式合� 3000/� 

宿�⾦��店  (⼆⼈⼀室)



【莒光樓】莒光樓作為戰地精神的象徵，繼承
  了南京《首都計劃》的中國固有形式，轉化了傳
  統城牆城市的角樓建築，讓這棟代表當時金門的大門，
  一方面象微「固若金湯，雄鎮海門」的戰地 精神。
  【太武山】位於金門島中央，雖然海拔高度僅有253公尺，但已是金門的
最高山。太武山是八二三炮戰重要紀念地，除了可以登高望遠、健行外，
山上更充滿人文景觀，像是：毋忘在莒、海印寺，都是金門特色景點。到
處是嶙峋蒼勁的花崗岩石。
                                    【海印寺】建於宋朝時期，歷史已逾八百年。
                                    【毋忘在莒】勒石高十餘丈，字跡勁拔，氣勢雄偉
                                   【陳景蘭洋樓】於1917年起造，耗時四年完工，
                                     範圍涵蓋「金湯公園」「擎天山莊」，成為金門
                                      規模最大的洋樓園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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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后民俗文化村】
在這裡特別安排花樣年華古裝體驗館，
提供近百套古服，讓您從中挑選喜愛的
款式體驗。讓您穿著漢服/旗袍穿梭在
百年聚落，仿佛遊走入時光中一般

莒光樓、大武山、山后民俗文化村、

陳景蘭洋樓、南石滬喊泉公園、擎天

廳、後浦小鎮、

【窯燒花磚牆】
花磚牆是瓊林
聚落的新藝術景
觀，位在瓊林保護廟戲台後方
民房牆面，是在地藝術家－吳
鼎信與社區住民們，一同以傳
統磚土窯燒製成的花磚拼貼於
牆面而成



【擎天廳】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
  時,在先總統蔣公的指示下，擎天
  廳開始動工，歷經八個多月，僅靠著
  簡單機具及官兵們同心協力、日夜趕工
  下完成了此項艱鉅的任務因開鑿坑道實屬
  艱辛。擎天廳的功能，除了與其他坑道相連
  ，做為戰時的指揮中樞。五十二年完工後，  蔣總統
  親題「擎天廳」，刻在廳内岩壁上，意喻人定勝天。
【沙美老街(彩繪壁畫)+沙美摩洛哥(秘境美拍)】沙美老街是金門最早形成的
 市街之一，插畫家結合金門特色繪製壁畫，老街頹屋有金門摩洛哥之稱，
 喜歡拍照必訪，舊稱八卦街，這裡曾是金門最熱鬧的地方，為當時駐島軍
人採買生活用品、看電影的去處；如今仍然可以在沙美老街品嘗到許多傳統
風味 的小吃、感受傳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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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浦小鎮】走訪金城最具歷史意義的老街(模範街)它是一條仿日本大正時
 代建築風格的街道，在此可欣賞國家一級古蹟 (邱良功母貞節牌坊)，(總兵
 署) 清康熙21年（1682年）總兵陳龍遷治後浦，便將此軒改建為總兵署 
 衙，為台閩地區僅存的總兵署衙

早��店⽤ 

午�⾦⾨佑昇�貼 3000/� 

晚�⾦喜��� 2500/� 

宿�⾦��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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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滬喊泉公園】主要為互動式噴泉的概念，將聲音的音數轉換為加壓
馬達的動力數， 並反應在噴泉的強度與高度， 產生噴泉與使用者之互動，
為全國首創



【船型堡】位於金沙后扁湖山灣海濱
，是金門地區少見船體造型的軍事據點。
堡體以厚實水泥灌漿而成，最厚處達1.5公尺，可以抵擋共軍122公釐砲彈
的直接擊中。堡高三層，船身左右兩側布滿射口
，用意在控制沙灘左右兩翼，地下有坑道連接左右側伏
地堡，配合北邊山后編號E-034寒舍花據點，南邊后扁
編號E-042據點兩座碉堡，形成三角形防禦陣線，攻擊
來襲敵人。兩岸對峙期間，佈有重兵防守，是著
名的示範據點。
【古崗樓】古崗湖上有座古色古香的古崗樓，建於
西元1964年，由台北淡水的畫家、修廟專家、古物
收藏家莊武男先生負責建築，方形三層樓的建築與
古崗湖的綠波相互輝映，宛如國畫般的美景

古崗樓、船型堡、文台寶

塔、手工麵線、貢糖、回程

賦歸 ✈ 高雄

10

   03/26      B7-8926     16:10 / 17:10



【北山指揮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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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棟曾經遭受到戰火無情洗禮 
的北山古洋樓。在民國38年的古寧頭戰役期間，這棟中西合璧的洋樓因位
於路口交通樞紐，曾為共軍的指揮所，因此國軍與共軍在此展開你來我往的

火拼大戰，洋樓上斑斑彈孔與傷痕累累的斷臂牆垣見證了這一段怵目驚心的

戰爭歷史

【北山播音牆】為兩岸對峙時期用來心戰喊話的工具，分別設於北山、馬山

各兩座，高約三層樓的水泥牆面向廈門，內部裝有48個大喇叭，據傳聲音
可遠達至25公里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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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店⽤     

午�德記�� 2500/�  

晚�xxx       

宿�溫暖的家

品�貢��⼿⼯

製作的�線�準

��伴⼿禮⼀同

��友�享

【⾦⾨貢��⼿⼯�線】



                      �⾦⾨���隊司�⼩費

                      �200�+20�旅�平��險(�不便險)  

                      ���可減800/⼈

                      (限團�3成⼈���������惠�)

                       2-12歲⼩朋友佔床�⼤⼈同價
                      �少出團⼈�16⼈�⾦⾨不��團合⾞
                      報價�因���司��店���司�整�價�則�

                      補收�額

                             報��繳交訂⾦NT10000/⼈��� !
                      住宿�星��店�⽽是⺠宿��法�定�型��

                      �必須���型2~4⼈��法�定�型��⾒諒!

                      �⼤�島��NT1500�⼩⾦⾨��NT350
                      購物站:貢���線 (�可不去)  

                      三越⼤�島上島開放⽇期官⽅未定��不�上島則

                      改為繞島欣賞�每⼈�費NT700        

⾦驛國�旅⾏社�限�司

�話 :07-2610909
免付費�線 :  0800-800-830
LINE ID:0986671510

團費:NT18,800元/⼈
Q u o t e . . . . . . . . . . .

��參團相關辦法根�國�旅�定型��約書相關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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