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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遊金門三日 
網美 IG打卡景點.莒光樓.沙美摩洛哥.陽翟老街. 

3D神奇漂浮斑馬線.民俗文化村 
 

出發日期：5月/11.18.25、6月/1.8.15.22.29 

成團人數：16人以上（台北出發）  

行程特色：沙美摩洛哥（沙美老街）、夜遊莒光樓、陽翟老街、翟山坑道、陳

景蘭洋樓、山后民俗文化村 

行程內容 

DAY１：南石滬公園→太湖 3D漂浮斑馬→夜遊莒光樓 

 

餐 食 早餐：Ｘ / 午餐：Ｘ / 晚餐：牛肉麵套餐(附紅茶和小菜) 如果不吃牛可以選擇海

鮮麵 或 豬肉拌麵 或 水餃 
 

住 宿 金沙假日飯店 或 戴家民宿 或 時光旅舍 或 晶紫金民宿 或 同級 

 

 
南石滬公園 

南石滬公園位在金門東南角料羅村外海

岸，過去是開挖地下花崗岩石的礦場，金門

產的花崗岩石紋路多元且優美、硬度更勝於

大理石，是許多著名建築使用的建材，如：

中正紀念堂、桃園國際機場等建築的石材都

取自這裡。 

 
3D神奇漂浮斑馬線 

金湖鎮太湖旁最近出現一條「漂浮斑馬

線」，位於金湖鎮中正公園內、太湖淨水廠

旁的壩堤上，以透視達到立體效果。透過鏡

頭看才有立體感，路過民眾更呼朋引伴前來

體驗拍照。  

 

夜遊莒光樓 

位在金城鎮西南，下臨莒光湖，背擁豐蓮

山餘脈，面浯江溪出海口，外聯建功嶼，佔

地兩千餘坪，風景秀麗。遊客登臨頂樓，近

可一覽後浦 (金城市區) 全景、浯江海潮，

遠可眺望建功嶼、烈嶼風光及廈門夜景風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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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２：山后民俗文化村→獅山炮陣地→沙美老街→沙美摩洛哥→陽翟老街→ 

翟山坑道 →明遺老街 

 
山后民俗文化村 

金門保留最完整的古聚落房舍，當屬位於

金沙鎮的山后民俗文化村，該村建於清光緒

26年，村裡有一棟學塾，取名為「海珠

堂」，既有傳統建築雕樑畫棟之美，也是金

門僑鄉最具代表性建築，整個聚落排列整

齊，精緻的建築風貌，是金門的閩南古厝聚

落群，最知名代表典範。文化村中還規畫禮

儀、喜慶、武館等主題館，展出先民的文

物，讓遊客瞭解金門的歷史。 

 
獅山砲陣地 

所屬震東坑道開鑿在花崗岩岩層內，也就

是在金門東部的獅山腹內，坑道全長 508公

尺平均高度 4.6公尺、寬度 3.6公尺陣地設

施完整。※參觀砲操表演為中外來賓參訪金

門不可錯過的遊程。 

 
沙美摩洛哥 

曾經是金門最熱鬧的街道之一，很多地方

都是停留在 2、30年前的風貌，也因此有了

小摩洛哥的稱號，想要拍出狂野的異地風格

照片，就來沙美老街吧！ 

 
陽翟老街 

位於金沙鎮的陽翟老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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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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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食 早餐：飯店或民宿內使用 / 午餐：廣東粥 / 晚餐：方便逛街~敬請自理 
 

住 宿 金沙假日飯店 或 戴家民宿 或 時光旅舍 或 晶紫金民宿 或 同級 

 

DAY３：陳景蘭洋樓→模範街→搭機返回機場 

 

餐 食 早餐：飯店或民宿內使用 / 午餐：Ｘ / 晚餐：Ｘ 
 

住 宿 溫暖的家 

 
 

  

翟山坑道 

翟山坑道內，既長而寬闊的坑道及水道兩

區域，是八二三砲戰期間，動員無數人力、

耗費五年時間，才辛苦鑿出這條能夠容納 42

艘水道小艇進出、迴轉的極大的工程，又被

譽為「地下金門」傑作之一。 

明遺老街 

明遺老街位於金門城北門外，已逾四百年

的歷史，被稱為金門最古老的街道，矮小的

街屋並排在兩側，街道的東西南北四處出口

原本都設有隘門。 

沙美老街 

沙美老街是金門最早形成的市街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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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產店：酒鄉、高梁屋、免稅店 

 
陳景蘭洋樓 

1921年由陳景蘭先生創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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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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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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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產店：麵線、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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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航班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機場 

時間 

抵達機場 

時間 

第一天 立榮航空 B78821 
台北松山機場 

14:30 

金門尚義機場 

15:35 

第三天 立榮航空 B78812 
金門尚義機場 

12:40 

台北松山機場 

13:40 

※如遇航空公司變動航班，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並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特別備註 

1. 此為專案票價，無退票價值，無法接受請勿報名。 

2. 整團均一價無優待票。 

3. 須全程參與，無法脫團。 

4. 需全額付清團費。 

5. 經報名完成後，航班及住宿以客服回覆為主。 

每人費用：NT$4,388（二人一室） 

費用包含 

1. 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及兩地機場稅、燃油稅及代辦費等諸經費。 

2. 行程中標示之餐食、交通、景點。 

3. 金門飯店或民宿 2晚。 

4. 住宿早餐。 

5. 新台幣 2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醫療險及離島加值險。 

費用不含 

1.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2.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3.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人士參團每人須補收非

優惠售價差。 

4. 不含金門當地司機導遊小費 NT$300/人。 

出團備註 

【注意事項】 

1. 本行程為促銷優惠方案，不再提供另行提供任何折扣。 

2. 此為特惠團方案，為維護所有旅客權益，通知成團後，如因個人因素取消，須收取 100%

團費。 

3. 恕無法指定航空公司及航班，表定航班僅供參考，實際航班依行程確認單為主。 

 

【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 

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 

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解除契約。但應於乙方提供收據後，繳交行政規費，並依列基準

賠償： 

一、 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 

二、 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三、 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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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五、 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 

六、 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第一項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訂單成立並非保證有房有位，需待客服人員回覆，如遇房位客滿可選擇其它日期，或可辦

理全額退費# 

 

【備註說明】 

1.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

點，遇季節性天候變化或交通或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及金門當地接待社及導遊將保

有變更調整順序行程之權利。 

2. 離島交通資源有限，車輛皆以接駁為主；遇旺季期間，車輛調度吃緊，需請見諒並耐心

等待。 

3. 各位貴賓針對上述有任何疑問不明瞭之處歡迎來電本公司洽詢。若無疑問簽訂國內旅遊

定型化契約視同同意本公司將依上述規定辦理，契約書代表者簽名視同代表全部同行

者，不得異議。 

團體行程規定 

1. 本行程僅適用於本國人（中華民國護照者）參團有效；非本國國籍之旅客及台商及大陸

人士，請聯絡客服人員。 

2.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不變更行程內容的前提之下，有可能會依當地實際

情況，妥善調整旅遊路線及飯店入住先後順序。正確行程內容、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

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3. 在旅途中，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力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

等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留變更或調整行程之權利。 

4.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需脫隊者請於出發前提前告

知，如未於出發前提出需求者，恕不接受行程臨時脫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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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祈見諒。 

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及運用 

1. 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行程，我們將必須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

旅客聯繫、完成交易、提供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旅遊行程

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服務您參加行程所需之使用

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

他無關的用途上。 

2. 本公司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完整儲存於我們的資料儲存系統中，並以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

未經授權人員之接觸。本公司的人員均接受過完整之資訊保密教育，充分瞭解用戶資料

之保密為基本責任，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受相關法律及公司內部規定之處分。 

3. 為提供完善的旅遊服務，本公司可能將運用到您提供的個人資料，我們將可能傳遞您對

本公司有興趣的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動、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如果您不願收

到此類資料，請您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即可，您隨時可以選擇日後不要再收到任

何相關資料。 

4. 本公司將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期盼您在行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

見調查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帶回。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

謝謝您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