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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 

報名簡章 

2021年金門縣文化局以「2021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為主題，結合目前文旅

創意產業的推動，特別選擇在氣候宜人的秋季，舉辦親近認識文化古蹟的騎行活動，

希望以符合健康、環保的單車運動，在戶外踏青、找尋歷史文化的人文遺跡，體驗

享受感性和知性的文旅樂趣。 

本次活動以腳踏車旅遊為主軸，規劃主題路線，期望藉由單車的輕便性與機動性，

帶領民眾暢遊古蹟風光，走入歷史場景，探秘軍事遺跡等，讓民眾體驗騎遊樂趣與

金門之美，促進全民運動休閒，達到健康環保的知性之旅，打造金門自行車低碳旅

遊的品牌特色。 

此次活動特別商請金門鱟劇團，編寫與金門歷史文化有關題材的劇目，在水頭融入

時空情境，利用現地歷史場景演出，讓學員如入其境觀賞，期許能帶動地方對古蹟

的認識及保護意識。 

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協辦單位：金門縣單車安全協會、金門鱟劇團 

 

◆ 活動時間：110年10月24日(星期日) 上午08：30-下午17：00 

◆ 報到地點：金門縣文化局演藝廳門口 

◆ 活動路線：全程約 30 公里 

◆ 上午路線：08:30 文化局演藝廳前集合，09:00 騎行單車出發經莒光樓、庵前牧

馬侯祠、珠山聚落、翟山坑道、漢影雲根碣群，中午到古崗湖畔用餐、用餐完

畢進行金門軍歌教唱。 



 
 

2 

◆ 下午單車路線：13:30 自古崗湖出發，往文臺寶塔與虛江嘯臥碣群、金門城北門

外明遺古街、前水頭黃輝煌洋樓及得月樓、金水國小、穿越水頭時空行動劇表

演、延平郡王祠、建功嶼、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賦歸。 

◆ 活動行程表： 

08:30~09:00 學員報到/活動分組與規則說明（文化局） 

09:0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09:10~09:30 縣定古蹟莒光樓導覽 

09:30~09:50 縣定古蹟豐蓮山牧馬侯祠導覽 

09:50~10:40 歷史建築珠山聚落導覽-補給點 

10:40~11:10 翟山坑道導覽 

11:10~12:00 縣定古蹟漢影雲根碣群導覽-補給點 

12:00~13:00 古崗樓、古崗湖用餐-休息點 

13:00~13:30 金門軍歌教唱 

13:30~14:00 國定古蹟文台寶塔與虛江嘯臥碣群導覽 

14:00~14:30 歷史建築金門城北門外明遺古街導覽 

14:30~15:30 縣定古蹟前水頭黃輝煌洋樓及得月樓、歷史建築金水國小導覽-補給點 

15:30~16:00 金門鱟劇團：穿越水頭時空劇場表演 

16:00~16:40 延平郡王祠、建功嶼導覽-補給點 

16:40~17:00 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 

◼ 報名日期：自 202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09:00 起開始報名 

◼ 報名資格：13 歲（97 年 10 月 24 日以前出生）以上之一般民眾，具長途騎乘

經驗者，勇於挑戰自我，熱愛單車旅遊活動之民眾，限額 60 人，依受理報名

順序錄取，（13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學童必須有家長陪同騎乘方可報名），欲

參加者請先衡量自身體能狀況再行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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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ic.landmark/ 

◼ 報名方式：參加人數限 60 人，請於 10/18 當日 09:00-17:00 開始報名。 

線上報名限 40 人，電話報名限 20 人，電話登記候補 10 人，名額有限、額滿

截止。 

報名專線：(082)329883 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6JiGC8kPnQUWKB49 

 

■ 注意事項 

1.因應新冠疫情需要，請遵守現行防疫辦法規範，參與者配合量體溫、實聯制、全

程配戴口罩，以策安全。 

2.本活動設有補給站，提供飲用水、點心，請自備水壺或環保杯，中午提供餐盒，

用餐時請保持社交距離。 

3.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或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身體不適

者，請勿參加。 

4.參加人員請遵守交通規則，並配合領騎引導與交管人員之指揮，務求快樂出遊，

平安回家。 

5.本活動參加人員，全程投保旅行平安險，報名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活動當天請

隨身攜帶健保卡。 

6.已報名者若有事不能參加，請於10/20前電話取消，以利將名額留給候補者。 

7.戶外氣候炎熱，請自行做好防曬措施，穿著輕便服裝與休閒鞋。 

8.活動當天如遇地震、天災、颱風、暴雨等不可抗力之災害，將由主辦單位金門縣

文化局透過官方網站，公告活動應變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ic.land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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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 

報名表 

  

◆ 姓名：_______________ （請寫全名） 

◆ 性別：□男性   □女性   □其他 

◆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 葷、素食選項(僅供訂購便當或餐盒之依憑)：□素食   □葷食 

◆ 居住的行政區域：□金城  □金湖  □金沙  □金寧  □烈嶼  □其他 

◆ 是否曾參加過『單車』活動：□是    □否 

◆ 緊急聯絡人（請註明關係）_______________ 

◆ 緊急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 

◆ 登記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請填寫身分證字號及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   

◆ 備註：其它補充說明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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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報名資料 

『2021 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報名簡章 

2021 年金門縣文化局以「2021 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為主題，結合目前文旅創意產

業的推動，特別選擇在氣候宜人的秋季，舉辦親近認識文化古蹟的騎行活動，希望以符合

健康、環保的單車運動，在戶外踏青、找尋歷史文化的人文遺跡，體驗享受感性和知性的

文旅樂趣。 

本次活動以腳踏車旅遊為主軸，規劃主題路線，期望藉由單車的輕便性與機動性，帶領民

眾暢遊古蹟風光，走入歷史場景，探秘軍事遺跡等，讓民眾體驗騎遊樂趣與金門之美，促

進全民運動休閒，達到健康環保的知性之旅，打造金門自行車低碳旅遊的品牌特色。  

此次活動特別商請金門鱟劇團，編寫與金門歷史文化有關題材的劇目，在水頭融入時空情

境，利用現地歷史場景演出，讓學員如入其境觀賞，期許能帶動地方對古蹟的認識及保護

意識。 

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協辦單位：金門縣單車安全協會、金門鱟劇團 

 活時間：11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上午 08：30-下午 17：00 

 報到地點：金門縣文化局演藝廳門口 

 活動路線：全程約 30 公里 

 上午路線：08:30 文化局演藝廳前集合，09:00 騎行單車出發經莒光樓、庵前牧馬侯祠、

珠山聚落、翟山坑道、漢影雲根碣群，中午到古崗湖畔用餐、用餐完畢進行金門軍歌教

唱。 

 下午單車路線：13:30 自古崗湖出發，往文台寶塔與虛江嘯臥碣群、金門城北門外明遺

古街、前水頭黃輝煌洋樓及得月樓、金水國小、穿越水頭時空行動劇表演、延平郡王祠、

建功嶼、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賦歸。 

 活動行程： 

08:30~09:00 學員報到/活動分組與規則說明（文化局） 

09:00~09:10 長官致詞/活動說明 

09:10~09:30 縣定古蹟莒光樓導覽 

09:30~09:50 縣定古蹟豐蓮山牧馬侯祠導覽 

09:50~10:40 歷史建築珠山聚落導覽-補給點 

10:40~11:10 翟山坑道導覽 

11:10~12:00 縣定古蹟漢影雲根碣群導覽-補給點 

12:00~13:00 古崗樓、古崗湖用餐-休息點 

13:00~13:30 金門軍歌教唱 

13:30~14:00 國定古蹟文台寶塔與虛江嘯臥碣群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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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30 歷史建築金門城北門外明遺古街導覽 

14:30~15:30 縣定古蹟前水頭黃輝煌洋樓及得月樓、歷史建築金水國小導覽-補給點 

15:30~16:00 金門鱟劇團：穿越水頭時空劇場表演 

16:00~16:40 延平郡王祠、建功嶼導覽-補給點 

16:40~17:00 返回文化局/發放餐盒 

 報名日期：自 2021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09:00 起開始報名，額滿截止。 

 報名限制：13 歲（97 年 10 月 24 日以前出生）以上之一般民眾，具長途騎乘經驗者，有

信心與勇氣接受自我挑戰長距離單車活動之民眾，限額 60 人，依受理報名順序錄取，

（13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學童必須有家長陪同騎乘方可報名），欲參加者請先衡量自身體

能狀況再行報名。 

活動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ic.landmark/ 

 報名方式：參加人數限 60 人，請於 10/18 當日 09:00-17:00 開始報名，線上報名限 40

人，電話報名限 20 人，電話登記候補 10 人，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報名專線：(082)329883 金門縣金門文化協會， 

線上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Z6JiGC8kPnQUWKB49 

  *必填 

注意事項 

1.因應新冠疫情需要，請遵守現行防疫辦法規範，參與者配合量體溫、實聯制、全程配戴

口罩，以策安全。 

2.本活動設有補給站，提供飲用水、點心，請自備水壺或環保杯，中午提供餐盒，用餐時

請保持社交距離。 

3.屬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或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身體不適者，請勿

參加。 

4.參加人員請遵守交通規則，並配合領騎引導與交管人員之指揮，務求快樂出遊，平安回

家。 

5.本活動參加人員，全程投保 100 萬旅行平安險，報名請確實填寫個人資料，活動當天請

隨身攜帶健保卡。 

6.已報名者若有事不能參加，請於 10/20 前電話取消，以利將名額留給候補者。  

7.戶外氣候炎熱，請自行做好防曬措施，穿著輕便服裝與休閒鞋。 

8.活動當天如遇地震、天災、颱風、暴雨等不可抗力之災害，將由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透過官方網站，公告活動應變訊息。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ic.landmark/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forms.gle/Z6JiGC8kPnQUWKB49&sa=D&source=editors&ust=1633628866815000&usg=AFQjCNED8gIAoi6akhJD5BvfqXUpE04_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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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金門縣古蹟單車小旅行活動』報名表 

姓名（請寫全名） * 

您的回答 

性別 * 

〇女 

〇男 

〇其他： 

連絡電話 * 

您的回答 

出生日期 * 

日期 

身分證字號 * 

您的回答 

葷、素食選項(僅供訂購便當或餐盒之依憑) * 

〇素食 

〇葷食 

居住的行政區域 * 

〇金城 

〇金湖 

〇金沙 

〇金寧 

〇烈嶼 

〇其他： 

是否曾參加過『單車』活動 * 

〇是 

〇否 

緊急聯絡人（請註明關係） * 

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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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絡人電話 * 

您的回答 

登記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請填寫身分證字號及服務單位) * 

您的回答 

備註：其它補充說明或建議 

您的回答 

 

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