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會員代表自強活動 

《金廈風光、建案考察之旅》 

宗    旨：藉舉辦旅遊暨建案觀摩考察活動，增廣會員建築視野並促進同業交

流。 

日    期：107年 10 月 18日(四)～107 年 10月 21(日) 4天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年 07 月 31 日(二)止。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公會辦理，並同時繳交訂金。 

訂    金：$10,000元，為確認機位，以完成繳交訂金者優先受理報名。 

費    用：每人$16,500元(包含食、宿、交通、保險、機場來回接送、領隊

導遊小費、行李小費、門票、燃油稅兵險)，如指定單人房需另補

房間價差$4,500元，65歲以上團費再減免$1,000元。 

參加對象：本會會員代表暨眷屬。 

補助對象及方式：經第 9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決議，補助對象為無缺

繳年費之會員公司代表，每家公司(以登記之會員代表為補

助對象)補助$6,000元，於活動結束後匯款辦理。 

名    額：預計 70位(以報名截止日計算實際人數)。 

集合地點及行程說明會時間：另行通知。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2018 會員代表自強活動 

《金廈風光、建案考察之旅》 
報  名  表 

姓名 

(與護照同) 

(中)     (英)    

身份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連絡地址 (      ) 

公司名稱  

連絡電話 (O)               (H)                (手機) 

緊急連絡人     關係  

緊急連絡人電話 (O)               (H)                (手機) 

退補助款帳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退補助款戶名  

收據抬頭  統編  

應繳交之證件 

1.已持有護照及台胞證者□護照(有效期須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 ) 持照人簽

名需自行簽名、□台胞證(有效期須至 2019 年 1 月 21 日 )   

2..無護照或過期者應準備資料: □身份證正本□二吋底色白色之彩色照片 2 

  張 □舊護照正本 □護照費 $1,500 元  

3.申辦台胞證應準備資料:□護照影本□身份證影本 □二吋大頭照 1張 □舊 

 台胞證影本□台胞證費用 $1,700 元 

訂金繳交情況 
$10,000 付費方式 □刷卡   □匯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中華分社   

帳號：0048110952890  戶名：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餘款繳費情況 
付費方式 □現金    □信用卡   
請於說明會當日繳清 ※說明會日期另行通知 

備註 

1. 以上繳交照片不得與身份證、護照相同, 需近 6 個月內照片(白底與身份證

同尺吋) 
2. 護照有效日期少於 1 個月者需辦新護照，並需繳回舊照，如欲代辦，費用

請與訂金一同繳交。 
3. 素食者請打勾 □ 全素    □奶蛋素  □不吃牛 
4. □指定單人房，加價  $4,500  元 (指定單人房者請勾選) 
5. 報名同時請一併傳真護照、台胞證影本,以便確認機位、船位。 

※敬請詳細填寫、勾選上述資料後於 107.07.31 前傳真 04-7632892 報名 
※傳真報名表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TEL：04-7632922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金廈風光、建案考察之旅》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四)～21 日(星期日)  ※預定參加人數：70 人 
飛機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0/18(四) B7-8951 立榮航空 台中 金門 07:00 08:00 

10/21(日) B7-8962 立榮航空 金門 台中 16:40 17:40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航空公司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10/18(四) AE-763 華信航空 台中 金門 07:20 08:20 

10/21(日) AE-770 華信航空 金門 台中 17:00 18:00 

行程： 

D1 台中／金門～莒光樓、水頭聚落、翟山坑道、金城民防坑道、瓊林聚落、馬山觀測所、 

                金門民俗文化村、參訪金門 2 個建案 
【莒光樓】是一幢仿古宮殿式的三層樓建築，建於民國四十一年（西元 1952年），用

來表彰在金門歷次戰役中英勇官兵的事蹟。而由於曾被採用在中華民國郵票的圖案上，

所以馳名中外，成為外賓來訪金門時的第一站。在一樓設有簡報室，專門放映金門多

媒體簡介，讓來訪的遊客對門有概括的認識。登上樓頂可觀看全城景觀及小金門海域。

莒光湖在樓旁為金門五湖之一，岸邊種滿木麻黃及相思樹，景色怡人【金城民防坑道】

其是唯一完整城防坑道，見證兩岸軍事對峙緊張年代全民皆兵歷史。 

【水頭聚落】聚落簡介「有水頭富，無水頭厝」，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二落

大厝，到清末、民國初年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期、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

頭獨特的聚落風貌。 

【翟山坑道】其內氣勢磅礡，令人嘆為觀止，是金門的精華行程之一翟山坑道是金

門戰備工事的偉大傑作與歷史見證。位於古崗東南方，緊鄰海岸的小艇坑道是八二三炮戰之後，因應兩岸軍事緊

張，於民國 50年開挖的，主要供登陸小艇泛水回轉運補使用，工程費時五年。 

【馬山觀測所】內有看到大嶝，小嶝，角嶼，角嶼是金門距離大陸最近的一個崗哨，只有 1800 公尺馬山位於金

門島最北端，退潮後距大陸角嶼最近處僅二千一百公尺，是觀測大陸海岸活動最佳之據點，早年為軍事 禁區，

解嚴後已開放讓民眾參觀。遊客通過戰備坑道後抵達觀測所，可藉高倍望遠鏡遠眺對岸大陸風光。此外，觀測所

旁之馬山播音站，為對大陸心戰喊話之前哨站，是個特殊的戰地景點。 

【金門民俗文化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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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是旅日富僑王氏父子闢建的族居，

佔地達 1,230 坪，包括 16 棟閩南傳統二進式建築，1 棟三落大宅及 1 棟王氏宗

祠共 18 棟，合稱「十八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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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瓊林聚落】位於金門島中部的瓊林，為「蔡」姓居民為主聚居的村落， 內有閩南式民宅三百餘棟， 而「三落

大厝」的數量是全島之冠， 瓊林原名「平林」，由於當地人才輩出，科甲和仕途上都有輝煌的成就，明熹宗御賜

里名為「瓊林」。 

前往參觀金門麵線品嚐金門純手工製作而成的麵線；金門貢糖，你可在此購買金門伴手禮。 

早餐：麥仕佳餐盒 NT$60  午餐：NT$400/人 晚餐：NT$500/位  宿：★★★★★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D2 金門～八二三戰史館、特約茶室  搭船至廈門～中山路步行街 
【八二三戰史館】位於中正公園內，建於民國 77年八二三砲戰 30週年紀念，為

當年砲戰的英勇事蹟作歷史見証。佔地 170 坪，是一幢翠瓦朱樑，用白色花崗石

所建的仿古建築，館內將戰役有關史料分成 12個展示區，以圖表、照片、文件、

遺物、模型等方式，展現八二三砲戰始末，重現歷史原貌，以及當時全體軍民精

誠團結的英勇表現。 

【831 特約茶室】金門傳說中的 831 軍中樂園自 1951 年，「八三么」稱呼的由來，據傳是軍中通信單位使用的

中文電報明碼，女性生殖器官的電碼是 8311，於是 831 便被流傳成為「軍中樂園」的暗語，831 軍中樂園就是

軍人的特約茶室，實際上就是軍技，1949 年國軍駐守金門島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軍方為了避免軍人因生理需求

造成治安問題，開始設立軍中樂園，這就是特約茶室的由來。 

搭船前往廈門~ 

【中山路步行街】中山商圈為廈門商業的發源地，而商圈內的中山路則是廈門最重要最老牌的商業街，被譽為中

華十大名街之一，為了進一步打造中山商圈，廈門思明區政府以中山路為龍頭，開發建設延伸至其它地區，也帶

動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NT＄400/人   晚餐：MB100/人   宿：★★★★★喜來登酒店 

D3廈門～漳州河坑土樓+河坑土樓觀景台、雲水謠古鎮 
【河坑土樓觀景台】河坑土樓都是用鵝卵石砌基，牆體用深層泥土夯成，雖歷經百

年風吹雨打依然堅固無比。其中又以「繩慶樓」的形狀最為奇特，方形土樓後高前

低，天井連接的後廳建有「庭塊」上下廳式磚木結構的祖堂，樓外又建有 27 間二

層土房保護著土樓，形成樓包厝、厝包樓的奇妙景觀。 

【雲水謠古鎮】原名長教古道，總長 10餘公里，是歷史上閩西南的主要通道，不僅連

接世界文化遺產和貴樓與懷遠樓，也為昔日生活在這的簡氏族人進京趕考的必經之路。

如今，這條古棧道上的鵝卵石已被踩磨得十分光滑，在沿溪兩岸數十棵千年古榕襯托

下，顯得格外幽靜，加上兩側依地勢而建的民居景觀，構成迷人的古鎮風光，是不少

戲劇的主要拍攝地，電影《雲水謠》便是其中之一。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RMB50/人    晚餐：RMB100/人   宿：★★★★★喜來登酒店 

D4廈門～預定參訪廈門 1 個建案、海上明珠塔、惠和石文化園、廈門園林植物園、搭船至金門、

搭機回台中  
【海上明珠塔】塔內設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館以及 360度全景鳥瞰海上花園觀景台，頂

樓內還設有國內最高的空中郵局，自製明信片，LED 全景照，留言廊和光合講解介紹。讓您

在感受美景的同時可以跟家人共享精彩一刻。 

【惠和石文化園】位於廈門島內湖裡區呂嶺路上忠侖公園東北園區，整個園區由中華石文化

歷史長廊、名人藝術長廊、中國瑞獸展覽、珍貴石雕文物珍藏集、人性石雕藝術館、影雕技



藝展示體驗區、惠安女風情表演區、奇石雅石館、非遺館等看點共同構成了一個豐富有特色的精緻行程。 

【廈門園林植物園】廈門園林植物園俗稱“萬石植物園”是一座圍繞萬石岩水庫精心設計的植物園林，位於廈門

市區東南獅山北面。萬石植物園萃集了廈門大小八景的“天界曉鐘”“高讀琴洞”“萬石鎖雲”“中岩玉

笏”“太平石笑”諸景點，且有百十餘處摩岩石刻。 

前往五通碼頭辦理通關手續，搭乘客輪返回金門。 

金門尚義機場，搭乘機飛返機場，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享用  中餐：RMB80/人   晚餐：NT$600/人  

Ps：1.金門將安排前往麵線及貢糖 2 站土特產店，盡情選購自用或饋贈親友兩相宜的伴手禮。 

2.廈門不進購物站確保旅遊品質。 

    3.第 2 天晚餐為方便團員逛街，每人發 RMB100 自行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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