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1年度會員代表自強活動通知  

金門、烈嶼、金廈海上巡航之旅 

活動宗旨：藉由自強活動之舉辦促進會員聯誼、交流加強會員間互動，增進同業

情誼，凝聚會員向心力。 

活動對象：本會會員代表暨眷屬，無缺繳年費之公司優先受理。 

日    期：111年 5月 17日(星期二)～5月 19日(星期四)3天 2夜。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1年 3月 31日截止逾期視同棄權。 

名    額：預計 150名 (額滿截止，敬請儘速報名)。 

每人團費：$15,000元【入住雙人房型、含小費、機場接送（自理者可折 200元)】。 

單人房差：$5,000元。 

報 名 費：為確認住房數，雙人房每位收$15,000元，單人房每位收$20,000。 

          (為確認機位及房間數，以回傳刷卡單或完成匯款為完成報名手續) 

會員補助：每家會員公司補助$6,000元，於活動結束後匯款。(111年無缺繳年費

之會員公司優先補助，並以公會登錄之會員代表為補助對象) 

取 消 費：活動前取消者，依照飯店及航空公司規定扣除取消費，再退回餘款。 

搭乘航班：因前往金門為小型飛機且每個航班僅能拿取 35個團體機位，計預定 4

個航班，待報名截止後，由公會依據各地區報名人數，分配搭乘航班，

再另行通知，恕不接受指定航班，敬請見諒。 

集合時間、地點：待報名截止，分配搭乘航班後，再另行通知。 

備    註：疫情期間，本行程將遵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相關規定辦理。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金門、烈嶼、金廈海上巡航之旅 

 報   名   表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 份 別：□會員代表    □眷屬   

上車地點：□北斗     □員林  □彰化  □台中   □機場接送自理 

姓名 行動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葷食 □早齋 

□素食□不吃牛 

住宿房型/費用 

金額(報名費) 

機場接送自理 

□單人房 $20,000 

□雙人房 $15,000 

□機場接送自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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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份 別：□會員代表   □眷屬 

上車地點：□北斗    □員林   □彰化   □台中  □機場接送自理 

姓名 行動電話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備註 
 □葷食 □早齋 

□素食□不吃牛 

住宿房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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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接送自理 

□單人房$20,000 

□雙人房$15,000 

□機場接送自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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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代表指定同房者姓名：                    

★繳費方式：□刷卡□電匯(請檢附收據影本) □現金 □ATM轉帳或網路銀行轉帳。 

★報名費電匯：銀行名稱：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中華分社 銀行代碼：163 

              帳號：00048110952890 

            戶名：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ATM/網路銀行轉帳帳號末 5碼：        (請務必填寫) 

★補助款退費：戶名：                                

               銀行        分行   帳號：                         

★收據抬頭：                        統編：                        

★請填妥報名表並勾選□項目後，連同刷卡單或匯款收據影本傳真報名(請再電話確認)。 

★本會傳真：04-7632892           連絡電話：04-7632922 

★敬請先行傳真報名表，名額有限，敬請把握。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1年度會員代表自強活動 

          金門、烈嶼、金廈海上巡航之旅 

 

日 期：111年 5月 17日(星期二)～5月 19日(星期四)3天 2夜。 

地點：金門、小金門(烈嶼) 

住宿：金門五星級昇恆昌金湖大飯店兩晚 

航 班：1.去程：華信 761 (台中/金門)07:30 +回程：(金門/台中)AE766 13:20 

2.去程：華信 763 (台中/金門)10:00 +回程：(金門/台中)AE768 16:00 

3.去程：立榮 8955(台中/金門)08:00 +回程：(金門/台中)B7 8960 13:10 

4.去程：立榮 8959 (台中/金門)11:25 +回程：(金門/台中) B7 8962 16:40

註：以上航班由公會依據各地區報名人數安排搭乘，恕不接受指定航班，敬請見諒。 

 

行程表： 

5/17 第一天  清泉崗機場/各集合點依據搭乘航班時間接往清泉崗機場報到搭機 

【山后民俗文化村、陽翟大街、金東電影院、南石滬公園、金門畜試所、金湖廣場、擎天廳 】 

 購物站：高粱酒 

  山后民俗文化村~ 

  來到金門，如果想看到完整的古厝聚落，一定不能錯過位在金沙鎮的山后民俗文化村！這群建築 

  完成於清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為旅日僑領王國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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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翟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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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東電影院～ 

  建於西元 1960 年，當時台北市議會議長張傳祥率團來金門勞軍捐款 12 萬元興建。在解除戰地政 

  務前，為當時戰地軍光最大的休閒娛樂場所，所以金東電影院也帶動了當年陽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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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著名建物，如：中正紀念堂、桃園國際機場等建築的 

  石材都取自這裡。花崗岩於 2002年因不符經濟效益停止開採後，為配合環境保護，將礦場轉為 

  現在的南石滬公園。 

  

 金門畜試所～ 

 金門縣畜產試驗所於西元 1958年成立，原為金門縣牧馬場，1979年更名為金門縣畜牧場，1985 

 年再改制為金門縣畜產試驗所，致力於地區畜牧產業發展與「青草地」鮮乳的生產販售，2011 

 年起引進澳洲布拉安格斯種牛，進行育種管理與推廣業務，並持續進行地區「金門酒糟牛肉」推 

 廣業務。 

 昇恆昌金湖廣場～ 

 佔地九千坪大的昇恆昌金湖廣場，是目前亞洲最大的免稅百貨公司，邀請眾多品牌進駐，國際精 

 品，香氛彩裝，頂級名錶，時尚名品應有盡有。在這裡您不用出國即可選購各式的進口商品(有 

 皮件、菸酒、保養品等)，讓您享受購物的樂趣，省下出國的昂貴旅費。 

 擎天廳(是否開放照軍方公告為主)～ 

 擎天廳位於於太武山腹，長 60公尺、寬 18公尺、高 11公尺，是可容納上千人的寬敞大廳，當 

 時是在山壁上鑿洞，埋入炸藥，然後以人工開挖而成，壁上可見開鑿痕跡與岩石紋理，壯觀景色 

 渾然天成。 

 需事先預約入廳，依實際預約到為主 

 ※參訪時應配合事項： 

 （一）參訪時應配戴車船處核發之識別證，並於參訪完畢後交還。 

 （二）依序參訪動線行進、不喧嘩、不滯留、不跨越導引線、不進入未開放區域。 

 （三）服裝整齊，勿穿著不雅（如：穿汗衫、背心、拖鞋等），並儘量減少隨身物品。 

 （四）勿吸煙、勿飲食、勿嚼食檳榔、勿嚼食口香糖、勿攜帶寵物進入。 

 （五）禁止攜帶違禁品或其他危險物品進入。 

 （六）不得攜走或破壞公物。 

 （七）勿攜帶與參訪無關之標語、旗幟或選舉候選人背心及夾克等相關等物品進入。 

 （八）14歲以上之參訪者應隨身攜帶附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九）遵守金防部有關規定。 

 （十）參訪日若遇天候不佳，發布金門地區陸上颱風警報時，即自行取消該日參訪活動，不另行 

    通知。 

 （十一）原同意或業提出申請參訪時段，因金防部應業務需要，臨時不便參訪活動時，申請人應 

     配合。 

 早／敬請自理 午/金門風味餐 300 元/人 晚/金門風味餐 700 元/人  宿- 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5/18 第二天 

 小金門【四維坑道、鐵漢堡、地雷主題館、勇士堡、湖井頭戰史館】、初日號－海上藍色公路(大 

 膽島、二膽島、復興嶼、猛虎嶼、檳榔嶼、金門大橋、廈門黃金海岸)  



  購物站：免稅店、貢糖 

 四維坑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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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道主體皆為堅硬的花崗岩。 

  

 鐵漢堡～ 

 鐵漢堡佔地約 4,500 平方公尺，外牆為仿城牆，高約 5 公尺，把堡壘與外界完全阻隔，一進入鐵 

 漢堡景區，便會先與一部 M42 防砲車打照面，高挑的城牆阻隔了碉堡內的景象，大門上鑲著「鐵 

 漢堡」紅字，堡壘體驗就從此開始。 

 地雷主題館～ 

 位於烈嶼鄉黃厝，含括鐵漢堡、勇士堡及其聯絡坑道。歷經戰火淬練，鐵漢堡及勇士堡曾肩負起 

 保家衛國的使命，成為捍衛家國的重要堡壘。 

 勇士堡 

 烈嶼三堡之一的勇士堡，占地面積廣闊，進出碉堡需要經過一座小橋，穿越三公尺深的壕溝與緩 

 長的斜坡，在偽裝網之後就是寫著勇士堡字樣的大門，重重關卡足顯當時烈嶼處於最前線的緊繃 

 氛圍。勇士堡共分為上下 2 層，上層主要為砲堡、中山室與寢室；地下部分則有 8 座機槍堡、4 

 座彈藥庫、消防水池，最特別的是有一座戰車堡。 

 湖井頭戰史館 

 湖井頭戰史館位於小金門湖井頭村的西北岸，與大陸的白石砲台隔海對望。 

 初日號(實際出航時間以船公司公布為主) 

 初日號 2001 澳洲年建造，原名新金龍，2002 至 2018 年執行金廈小三通客運。2020 年 2 月 10 

 號因疫情小三通停航，本創始人決定將整個團隊轉型並推動一個旅遊航線，利用自由性充足的水 

 路體驗，把大海之美與兩個城市之間的強烈對比納入人們眼中。經過一年的改造全新完工命號名 

 KING XIA 初日號。將一個交通運輸的構想轉化成服務他人的概念，帶給遊客全新的體驗。初日 

 號總噸位 198 噸，船長 34.2 米，船寬 6 米，船舶外觀彩繪由柏成設計-邱柏文 Johnny Chiu 設計， 

 使用 3 部德國 MAN 引擎，航速可達 22 海浬，全船客艙共可容納旅客 132 名，上層甲板更有超 

 過 100 平方米的戶外觀景空間。 

 金廈海上遊－金門海上巡禮 

 本行程特別安排海上遊覽全覽金門密境，海上巡航全程約９０分鐘行經【大膽島】、【二膽島】、【復 

 興嶼】、【猛虎嶼】、【檳榔嶼】、【金門大橋】、【廈門黃金海岸】，不僅帶您一窺戰地前線的神密面 

 紗，並帶你前往遊覽最美麗的黃金海岸以及預計明年完工的金門大橋；搭乘舒適豪華客輪，巡航 

 金門離島風情，倘佯藍海醉人風光。享清茶、品茶點，搭配航行中專業的導覽，如置身在金門的 

 老故事。當遠方廈門海岸點上盞盞燈火，屬於金門的藍海之夜正準備綻放.....搭乘舒適豪華客輪， 

 巡航金門離島風情，倘佯藍海醉人風光。享清茶、品茶點，搭配航行中專業的導覽，如置身在金 

 門的老故事。 

  

  早／飯店早餐 午/金門風味餐 300 元/人 晚/金門風味餐 700 元/人  宿-昇恆昌金湖大飯店 

  



 5/19 第三天 

 大金門【翟山坑道、漫遊後浦小鎮(金城模範街、邱良功母節孝坊、金城總兵署)】 

  購物站：麵線、高粱醋 

 翟山坑道～ 

 翟山坑道全長有 101 公尺、寬約 6 公尺、高約 3.5 公尺，水道呈 A 字形。是民國五十年為了因應 

 戰爭的所需而開挖，全程由人工開鑿，共耗時五年才完成，戰爭期間提供登陸小艇搶灘運送補 

 給用，坑內還設置有停靠碼頭。 

 後浦小鎮～ 

 金城古稱後浦，位於金門之西南隅，是金門人口最密集的城鎮，也是政治與經濟中心，其聚落早 

 在唐宋時期即頗具規模，清康熙年間更成為政經中心。 

 模範街～ 

 模範街原是明朝末年，鄭成功於後浦練兵的內校場，西元 1924 年由金門縣商會集資興建，計分 

 街和直街兩部分，都用紅磚拱廊建造。根據南洋引進的「五腳基」型式，街道兩旁都是二進店屋， 

 第一進為洋樓，第二進為閩式建築，外觀整齊、古典雅致，兼具民國初年中國式建築及洋樓的美 

 感，格局排列非常整齊，單拱拱圈更是優美的線條，極富建築藝術之美，是相當優秀的典範，所 

 以稱為模範街。 

 邱良功母節孝坊～ 

 邱良功的母親許氏，是清朝振威將軍邱志仁之妻，在邱良功滿月不久，父親邱志仁就與世長辭， 

 當時年紀尚輕的許氏，辛苦地把剛滿月的邱良功撫養長大。邱良功成年後投身軍旅，從基層軍人 

 累昇至將軍，嘉慶十四年邱良功升任浙江水陸提督後，奏請皇帝表揚母親許氏，獲仁宗皇帝嘉許， 

 誥贈邱母為一品太夫人，並建坊表彰其守節撫孤教子之功。這座牌坊建於西元 1812 年，以高級 

 的花崗石與青斗石建造，細膩的雕刻記錄著邱良功功成名就返鄉的情節，還有名人題刻的對聯， 

 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金門鎮總兵署～ 

 清金門鎮總兵署所在地原為「叢青軒」，相傳是明萬曆辛丑年(西元 1601)進士許獬讀書的地方， 

 康熙年間，總兵陳龍考量舊金門城經歷明末多次兵禍，而后浦人丁興旺，於是將總兵署遷建於此， 

 多次改建後成為現在規模，直到 1915 年金門設縣，總兵署仍為最高行政中心，歷經金門縣公署、 

 金門縣政府、行政公署、金門防衛部…等等，現在則是金門經典的觀光景點，也是縣定古蹟之一。 

 早／飯店早餐   午/金門風味餐 300 元/人    晚/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傳真刷卡授權書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雄獅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簽立傳真刷卡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請以傳真或電子郵件，請勿使用 LINE、微信、WA 等通訊軟體傳輸本授權書。☆☆ ☆   表格內資料全部必填 

訂單 

編號 
 ※持卡人姓名  

產品 

名稱 

2022/05/17出發 

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金門 3日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消費刷

卡日 
 民國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發卡 

銀行 
 ※聯絡電話 

住家/公司： 

手機： 

※持卡人

卡號 
 

※卡別 □VISA  □ MAST  □ JCB  □ AE ※卡片效期        月/    年 

※消費 

金額 
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大寫)  ＄: 

※持卡人

簽名 

 

                                                    (需與信用卡上簽名相同) 

☆因應個資法，傳真刷卡交易授權作業，您同意本公司以上述資料，向發卡銀行與持卡人進行

照會。 

☆偽冒或偽造信用卡資料均應負擔刑事及民事責任。 

☆銀行禁止持卡人以信用卡交易換取現金，如辦理退款，只能以信用卡辦理退款。 

備註: 

□持卡人代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旅遊產品費用，請註明刷卡人與旅客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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