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運旅遊集團 行程單
【離島放鬆趣】金門牆外走訪純樸金門三日
 團號：KNH03220126A



滿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

 出發日期：

2022/01/26

 旅遊天數：

3天2夜

 報名截止：

2022/01/16

 售價：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床

嬰兒

NT$2,999

NT$2,999

NT$2,999

NT$500

 每人訂金：

團費的100%

 包含項目：

含200萬履約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險,含國內機票

 不含項目：

不含司導小費NT$300/人,不含接送費

 行程說明

請注意：本行程內容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等因素，本公司保有行程內容前後調整之權利，請依出發
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我在牆外等您，帶您走訪牆外MV中樸實無華的金門★★★
★ 本行程售價已將政府優惠補助列入優惠，恕不再另行補助與折扣。
★ 此為特惠補助團，為維護所有旅客權益，通知成團後，如因個人因素取消，需收取100%團費之取消費
用。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華信航空

AE1285

台北-松山機場

2022/01/26 15:3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6 16:30

1

立榮航空

B78819

台北-松山機場

2022/01/26 13:1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6 14:10

1

立榮航空

B78959

台中-清泉崗機場

2022/01/26 11:2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6 12:25

1

立榮航空

B78927

高雄-小港機場

2022/01/26 15:1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6 16:15

1

立榮航空

B78927

高雄-小港機場

2022/01/26 15:1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6 16:15

3

立榮航空

B78918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8 12:30

高雄-小港機場

2022/01/28 13:20

3

立榮航空

B78958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8 11:45

台中-清泉崗機場

2022/01/28 12:40

3

立榮航空

B78810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8 11:20

台北-松山機場

2022/01/28 12:20

3

華信航空

AE1288

金門尚義機場

2022/01/28 13:30

台北-松山機場

2022/01/28 14:30

 每日行程

第1天

台灣（松山．台中．高雄）／金門－中山紀念林－金門酒廠－慈湖三角堡

《中山紀念林》是金門第一座森林遊樂區，遼闊的園區有多條步道，另野外劇場、烤肉區、網球
區、泳池及遊客中心，園區後方的三友園，廣泛地種植著松、竹、梅，優雅的禪意不須言喻。融合
了反空降堡與閩南式造型的遊客中心，在一片翠綠中顯得格外醒目，室內以圖片、影片展示國家公
園的工作內容，及金門的人文歷史、軍事遺跡、自然生態......等主題，讓遊客看見今日金門的縮影。
《金門酒廠》創立超過60年的金門酒廠的園區附近，濃厚的酒糟氣味立刻撲鼻而來；金門高粱酒在
國內白酒市場市佔率高達八成，穩居領導品牌地位，為台灣高粱酒第一品牌。
《慈湖三角堡》位在慈湖海岸區域內，碉堡四周挖掘了壕溝作為防護，可看到海灘邊使用軌條砦圍
成防禦性柵欄，在戰時可防止敵人更進一步。三角堡具有堅固的造型和迷彩外觀，堡裡是駐軍住宿
和執行任務的生活區。在三個角上均設有瞭望哨與射口，堡上也設有哨站，是一座堅固的堡壘。
《金色海洋藝術季X金色寧靜》砲後重生....本作品想要呈現的是金門保持著強烈的生命力等待重生的
那一刻，利用透PETG三維列印出類似繁花盛開在金門這塊土地的意象，將這些透明的軌跡埋入土壤
中，猶如希望的種子佈滿在這個充滿回憶的沙灘上。
✿購物站：酒香金門城、鋼刀



第2天

早餐： 煩請自理
午餐： 煩請自理
晚餐： 金門風味 200元/人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或同級

珠山聚落－翟山坑道－水頭民俗文化村－後浦小鎮﹝金城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金城總兵署－
靈濟古寺－後浦16藝文特區﹞

第2天

珠山聚落－翟山坑道－水頭民俗文化村－後浦小鎮﹝金城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金城總兵署－
靈濟古寺－後浦16藝文特區﹞

《珠山聚落》珠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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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珠山公園散步遠
眺，或靜靜觀賞老房子上的磚雕和交趾陶藝的精緻，都是珠山聚落不可錯過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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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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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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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濟古寺》原名觀音亭，相傳肇創於唐代牧馬墾拓時期，係金門第一古剎，宋景炎二年修葺，後
毀於元代，明永樂、萬曆、天啟數次擴增。清道光四年（1824年）12月間，廛舍失火延及寺亭，佛
殿內忽湧靈泉引灌，寺乃無恙，後由地方人士倡議重修，於是改名靈濟古寺，以記這段「靈泉普
濟」之事。民國五十三年，釋惟德主持鳩資修建，二樓增建鐘鼓樓而成今日之規模。
《後浦16藝文特區》位在陳氏宗祠旁的十六間店屋，為金門陳氏宗親會的公有財產，在陳氏宗親的
支持下，以修復的方式保存建築原貌並活化利用，邀請新興文創店家進駐，為後浦城區注入文化軟
實力。
✿購物站：高粱醋、陳金福貢糖號、一條根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金門廣東粥餐80元/人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或同級



第3天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金門廣東粥餐80元/人
晚餐： 金門小吃風味 80元/人



金沙大地國際渡假飯店或同級

山后民俗文化村－陽翟大街－金東電影院－金門／台灣（松山.台中.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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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翟大街．金東電影院》陽翟一帶的繁華從金東電影院開始，1950年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先
生，為了慰勞金門前線軍官的辛勞，捐款興建了今日的金東戲院，這一帶的繁華都從金東電影院開
始，當年電影院場場座無虛席的盛況，讓一旁的陽翟街區順勢發展成繁榮的商店街，有理髮廳、撞
球室、澡堂…，但隨時軍人減少而沒落。
✿購物站：免稅店、麵線、牛肉乾



早餐： 飯店內享用
午餐： 煩請自理
晚餐： 煩請自理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出團備註

※登機手續相關手續：
★ 敬請旅客備妥有效證件領取登機證，成人(14歲以上)可以攜帶：身分證、駕照、護照、身分證等有照
片之證件已備檢驗，兒童(14歲以下)、嬰兒請攜帶：戶口名簿、健保卡(無照片可以)、護照，請備登
機。
★ 請於飛機表定起飛時間前一小時抵達機場，並領取登機證。
★ 台北出發旅客：前往松山機場第二航廈國內線後，搭乘華信航空請至華信航空團體櫃台集合，請將有
效證件給各航空公司服務人員並告知搭乘航班即可。台中出發旅客請各至前往各航空公司櫃台將有效證
件給各航空公司服務人員並告知搭乘航班即可；造成不便，敬請見諒。領取登機證後，即可前往托運行
李並或候機室等候準備啟程去金門。

件給各航空公司服務人員並告知搭乘航班即可；造成不便，敬請見諒。領取登機證後，即可前往托運行
李並或候機室等候準備啟程去金門。
★ 由於國內航空公司免費託運行李為每人10公斤，超過將收取15-19元/公斤的托運費用，竟請旅客注
意。
※備註相關事項：
★ 本行程適用航班機位：本行程台北、台中、高雄出發以搭乘立榮、華信航空為主，航班時間依實際訂
位狀況回復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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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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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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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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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光團不接受單幫客、金門籍旅客，否則皆應另加收NT 1,000元/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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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旅客簽結行程異動書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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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安排台北松山機場有送機人員協助旅客拿取機票、
託運行李、協助登機等事項，請事先告知旅客唷！
★ 國內線為請旅客於飛機起飛前一小時抵達於機場即可，旅客請於飛機起飛前一小時打給「送機人員」
之手機聯繫或於機場櫃台領取登機證即可；「金門緊急聯絡人」為於金門當地發生突發狀況聯絡之通訊
聯絡人。
★ 依民航局規定，搭乘國內航線請於出發前一小時抵達機場，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成人需有照片之身分
證、健保卡、駕照、護照等；嬰兒、兒童需要戶口名簿或是健保卡(可接受無照片))，並前往搭乘航空公
司之服務櫃台報到；台北出發旅客請於出發前一小時抵達機場後，可連絡送機人員或是自行前往各航空
公司報到櫃檯報到(搭乘立榮航空請前往1B櫃台、搭乘華信櫃台請前往2A櫃台、搭乘遠東航空請前往2B
櫃台)，領取登機證後，請前往託運行李或前往通關進入候機室。
★ 由於本行程為採取金門當地參團模式，故若因為各地出發航班表訂時間抵達金門為一小時左右，則依
導遊判斷是否在金門尚義機場等候，或是前往附近參訪其它表訂行程之未有景點；回程航班起飛時間若
因表訂行程已順利走完，因該團團員搭乘不同航班時，若航班起飛時間在一小時左右，則依導遊判斷是
否一起將旅客送達機場等候航班；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抵達金門後，請先於金門尚義機場B1行李轉盤領取託運行李，待領取託運行李後即可前往一樓出境大
門外，導遊將會在萊爾富小廣場前帶著接團名稱等待旅客的來臨並開始輕鬆愉快的行程。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印表日期：2023/01/10
鼎運旅遊集團

統一編號：84262490

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綜字第2141號
聯絡電話：(02) 25182000

https://

品保協會編號：品保北字第0658號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78號8樓

服務信箱：tourone@tourone.com.tw;taiwantour@touron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