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大橋 簡介 

工程橋塔造型主題為「穗心傳語-風情再

現」，係採金門特有產物高粱之穗心為其意

象型態作為景觀地標，傳頌著金門高粱酒

的「香」與「醇」，並行銷金門之農產特色。

另於橋梁入口意象空間設計融合在地元素

與生態保護意象。 

為提升金門地區民眾生活品質及結合大小金門之土地使

用，並帶動金門整體的經濟發展，中央政府與金門縣政府依

「大小金門離島交通改善整體規劃」之評估成果，積極推動

金門跨海大橋之興建計畫，本工程預計於 111 年完工。 

本工程西起烈嶼鄉后頭湖埔路，東迄金寧鄉湖下慈湖路。全

長約 5.4 公里，跨海橋梁段約 4.77 公里，標準橋寬 15 公尺

（含護欄），主橋段配合橋塔設置橋寬為 18.8 公尺，車道配

置則採雙向兩線快車道及混合車道布設。 

施工團隊齊心協力克服 23 公尺深度及 1.4m/s 強勁海流之深

槽海域，貫穿海床下 60 公尺軟硬錯雜的岩盤，完成國內少

有∮2.5M 大口徑基樁施工及工程首見海面下之鋼箱圍堰樁

帽基礎。 

 

  



金門大橋工程參訪 簡章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 
協辦單位：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處 

經濟部水利署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中國工程師學會得獎人聯誼委員會 
活動日期：111 年 8 月 29、30 日（星期一、二） 
集合地點：金門尚義機場出關大門口 

（8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50 分） 
【註：機票請自行購買，建議去程華信航空 1267 航班 
09：35-10：35；回程華信航空 1272 航班 16：40-17：50】 

活動人數：30 人（額滿即止） 
報名方式：回傳報名表及訂房付款授權書（2 份） 
報名費用：6,050 元/人（包含團費 3,050 元/人，飯店 3,000

元/人） 
【註：2 人一房，如單人住一間或更換房型，皆須另外補

差價】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止 
活動聯絡人：02-23925128 ext.13 李小姐 shane@cie.org.tw  
備註： 
 活動期間請自備口罩。 
 回傳報名表及訂房付款授權書（2 份）始完成報名。 
 報名截止後如須退費，依易遊網及金湖飯店之規定。 

  



金門大橋工程參訪 報名表 

第一位 

 

 

第二位 

基本資料*請填寫完整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E-mail： 

飲食：葷食   素食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資料*請填寫完整 

姓名：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E-mail： 

飲食：葷食   素食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國工程師學會 
大小金門 海上巡航 大膽島 2 日 

行程內容 

8/29(一) 

金門尚義機場→歐厝聚落→金門大橋→建功嶼夕陽→海上客輪巡航(晚

餐)→飯店※若晚餐海上客輪停航或人數不足，替代方案喬安牧場或牛家莊半牛晏

+慈湖三角堡夜景 

 

 

【歐厝聚落】 
列為金門傳統聚落之一，歐厝聚落同樣保留下閩南傳統建築群，

卻有著更樸實的面貌，以「庫池」為分界，將聚落大致分為上

下社，上社以宗祠與二落大厝群為主，下社則屬一落四櫸頭的

古厝居多，展現「梳式佈局」的特徵，以達到調節氣溫的目的。 

。 

【建功嶼夕陽】 

金門新十景之一，也是最有意思的賞落日秘境，石蚵人（又

稱牡蠣人，當地人暱稱為：海上農夫）由芬蘭設計師 Marco 

Casagrande 創作，當年Marco Casagrande 住在金門珠山

聚落大夫第，花了幾個星期走訪金門各地並完成創作，他更

發願：下回來台灣時，希望石蚵人已經佈滿石蚵。 

 

 

 

 早／敬請自理                午／風味合菜        晚／客輪晚餐 

 住宿 金湖飯店 

 

 

  



8/30(二) 
飯店→海上客輪巡航大二膽島(船程約 90 分鐘) →沙美老街→金門尚義
機場 

前往碼頭，搭乘渡輪前往列嶼 小金門 

【沙美老街】 

沙美老街位於金門縣東北方，是金門最早形成的市街之

一，創建年代可以追溯至宋代，明朝時因為金門的鹽產

業到達巔峰，而金沙又是鹽產重鎮，造就出沙美老街的

極盛時期，為整個金沙鎮的軸心。而現在因人口外移，

城鎮逐漸衰落，近年因為電影《軍中樂園》以沙美老街

做為主要拍攝場景，重新吸引觀光人潮來此欣賞歲月推

移的歷史軌跡，而博愛街上有一間著名的閩式燒餅，也

不妨來此品嘗傳承三十多年的美味。 

【海上客輪日間巡航賞景】 

路線安排：金門水頭碼頭發船 >復興嶼>猛虎嶼>大、二膽嶼>檳榔嶼>廈門黃金海岸>金門大橋>
返回金門水頭碼頭 

出發時間：10:00 (以當日船班回覆為主) 金門水頭碼頭 

航程時間：約 80 - 90 分鐘 

包含：船上導覽、簡易版茶點袋、卡拉 OK 歡唱、保險 

 早／飯店早餐        午／風味合菜                  晚／自理 

 住宿 X 

                                 

  

http://km.okgo.tw/
http://km.okgo.tw/
http://km.okgo.tw/


行程報價 

   出發日期 2022/08/29(一) 

     費用 $6,050元 

費用包含 

一、住宿費（2人一室） 

二、兩日船票。 

三、午餐、晚餐及遊覽車。 

四、礦泉水每人一天一瓶。 

五、保險：5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意外醫療險。 

六、其他：司機、導遊小費 

費用不含 

一、來回機票。 

二、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

之任何費用。  

三、個人旅遊平安保險，依規定旅客若有個別需求，得自行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  

四、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私人購物費…等。  

註：  

易飛網聯絡人：冉廣銘 TEL:(02)7725-0800#3304 

 

tel:(02)7725-0800#3304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信用卡付款授權書 

ATTN：  小姐/先生    

客服專員： 冉廣銘 客服電話： 02-7725-0800 分機： 3304 傳真： 02-6603-7023 

收款單號：  SSL_NO：  訂單編號：   

  ATM 帳號：   PINCODE：  

立授權書人     （以下簡稱本人），茲授權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依本授權書指定之信用卡進行信
用卡請款，作為支付本人訂購旅遊產品之費用。如因指定之信用卡過期、掛失、無效、被盜用、被往來銀行拒絕等，以致信用卡
請款失敗時，貴公司有權終止本人申請之國外旅遊行之服務，或要求本人重新填寫授權書暨重辦申請事宜，本人同意本授權書經
本人簽字日起即生效，並遵守貴公司網站上有關國外旅遊之聲明及規定與個資法相關條文。 

持卡人基本資料  

＊持卡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公司電話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訂購行程內容 出發日：2022/8/29 

行程內容  金門 2 日  (每人團費 3050 元) 

訂單總金額：        元 此次付款金額：       元  

 

信用卡付款資料              ◎刷卡金額大於$50,000 元(含)請持卡人附上身份證影本及信用卡影本 

＊信用卡卡別 □ VISA  □ MASTER  □ JCB  □ 國旅卡  □ 美國運通正面識別碼(四碼)            

＊信用卡發卡銀行  □ 分期付款        期（分期之優惠請參考網頁說明） 

＊信用卡卡號                                                                                                    

＊信用卡效期      月    年 簽帳消費日期：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信用卡持卡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持卡人姓名需與信用卡相符，並願意遵守發卡銀行之約定條約） 

消費金額 新台幣                           元整 
授權碼： 

(由客服人員填寫) 

如付款人與訂購人不同時，請註明是替旅客：                               支付款項，並經本人同意授權。 

代收轉付收據 抬頭：                                         統編： 

寄送地址                                     

備註 
◎註明“＊”請務必填寫。 
◎請確認英文姓名與護照相同，並有六個月以上效期及有效該國簽證。 
◎本公司有保留接受訂單與否的權利 
◎國際旅遊商品繳交訂金後，本公司將依觀光局所規定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精神保障您的權益，請確實詳
細閱讀。 

◎國際機票價格限訂購當日付款適用；如您未於訂購當日完成付款，因延後付款關係可能會導致訂購價格與實際價
格產生差額，將以您付款當日經過本公司最後確認通知金額做為雙方交易金額，採多退少補，請務必留意。機場
稅、燃油費等稅金採浮動計價關係，可能導致訂位價格與實際開票價格產生差額，故實際票價將以您付款當日經
過本公司最後確認通知金額為準，採多退少補，請務必留意。 

@{NOTE} 



收件人　： 日期　　：

公司名稱： 發件人　：

連絡電話： 洽詢電話：

傳真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

訂房資料

訂房代號： blk# 住客姓名：

入住日期： 退房日期：

房費總額： 房間數量：

訂房明細： 景 產品項目 人數 數量 晚

● 平日價 湖景 精緻客房二小床 二人入住 * 1 * 1

● * *

● * *

● * *

● * *

● * *

備　　註： ● ●

● ●

住宿登記資料

訂房保證
2022 年 月 日當天 下午 15:00 前回傳，

注意事項

信用卡付款授權資料

金額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卡號： 月 年

持卡人簽名：

匯款及ATM方式

2243- 0100-

發票資料

發票開立：

統編　　：

發票領取：

寄送地址：

2022年8月29日 星期一 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NT$3,000

戶名: 金湖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805遠東銀行台北重慶分行

237450

NT$3,000

請詳細填寫以下匯款資訊，以利後續各項核對作業，日後若有退款需求將依此匯款資訊辦理退費事宜。

完成付款後請將收據註明 入住日期 及 訂房姓名 後回傳至預訂中心 (886)82-338698 聯繫查核，謝謝。

匯款人戶名： 帳號： 連絡電話:

信用卡類別：

房客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有效日期　　  ：

(簽名需與信用卡相同)

您的簽章即表示已知悉並了解本公司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告知之內容及個

人資料之查詢管道，並同意配合飯店所有注意事項條款及授權金湖飯店以

本人信用卡支付上述房費。

■  住宿時間為下午16:00過後，退房時間為隔日中午11:00之前。請勿攜帶寵物進入飯店，但經導盲犬協會認證之導盲犬則不在此限。

■ 房客可免費使用健身中心設施，含男女三溫暖、健身房及戶外泳池(依季節氣候調整開放)，設施開放時間及相關使用規定請見現場服務公告。

■ 加人費用：加人費用：成人每位NT$1,000，含早餐及備品費用，部分房型可提供加床服務NT$1500 每位含早餐及備品。。

■ 取消訂房：住宿日當天取消者沒收訂金總金額100％。住宿日前1天取消訂房扣訂金總金額80％。

　　　　　　  住宿日前2～3天取消訂房扣訂金總金額70％。住宿日前4~6天取消訂房扣訂金總金額60％。

　　　　　　  住宿日前7~9天取消訂房扣訂金總金額50％。住宿日前10~13天取消訂房扣訂金總金額30％。

　　　　　　  住宿日前14天取消訂房，不另扣取消費。(部份專案訂金及取消退款條件需依專案約定進行辦理。)

本人同意以下列信用卡資料支付上述訂房資料之                                 　　　　　            　　　 

卡片背面末3碼：

收件人　：

本公司係為辦理信用卡付款及入住本飯店之相關事宜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所蒐集之資料僅於辦理信用卡相關付款手續及住房登記手續時使用，您可致電飯店服務專線(886)82-338688、0800-265588或至飯店查詢

，要求閱覽、製作複本、更新、補充、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惟本公司可依法令之規定或執行業務所須不依您請求處理。若您無法提供資料，飯店將無法為您辦理信用卡付款及入住登記之服務。

發票抬頭：

專案名稱 費用

886 82 338 688

886 82 338 698

reservation@goldenlakehotel.com

訂房確認暨付款授權書
2022/7/26

237450帳號:

預訂15間*1晚。

待確

為確保您的訂房，請務必詳閱訂房內容，並填妥各項資料後於

若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回傳者，本飯店將自動取消訂房，恕不另行通知，感謝您的配合。

優惠房價 NT$3,000

房價每房每晚6000元，以每房每位提供主辦單位報名統計使用。

不需抬頭及統編 開立抬頭及統編 

發票退房自取 發票寄回 

 全部費用  訂金費用  尾款費用 

 VISA  MASTER  JCB  AMEX 

金湖飯店 | 891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二段218號   Golden Lake Hotel | No.218, 2 Sec., Taihu Rd., Jinhu Township, 891 Kinmen Taiwan | T +886 82 338688 | F +886 82 338698 | www.goldenlakehotel.com

mailto:reservation@goldenlakehot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