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八二三戰史館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八二三戰史館於民國 90年移撥金門國家公園，展示更新後介紹八二三砲戰前夕

之國際情勢、實戰危機 44天、砲戰的關鍵、作戰功勳及其後的單打雙不打的日

子。其中以模擬當時金門遭砲彈摧毀的模型建物與運補過程的模擬，使參觀者回

到八二三砲戰實戰危機的烽火年代。 

開放時間：每日上午 8:30~下午 5:00（農曆除夕休館） 

解說導覽：每日固定解說 5場次，時段如下：09:00、10:00、14:00（觀光公

車）、15:00、16:00。 

場域網址 https://www.kmnp.gov.tw/playstation/info/19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337836 

 

  

https://www.kmnp.gov.tw/playstation/info/19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榕園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百年的古榕樹齊聚在太湖北岸，「榕園」的意象油然而生，園區裡的榕樹們大多

從幾十年前便在此紮根，生長超越一甲子的氣根粗壯無比，枝葉在天空中蜿蜒繚

繞，形成一片又一片廣大的綠傘，提供人們乘涼的好所在，午後相約在此下棋飲

茶，是金門最道地的生活風景。 

開放時間－每天 08:30–17:00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98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337836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98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太湖遊憩區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太湖遊憩區包含太湖、中正紀念林、榕園、俞大維先生紀念館、八二三戰史館

等，佔地約 45公頃。 

原名「黃龍水庫」的太湖，為金門最大的人工淡水湖，供應金湖地區的民生用水

及農民灌溉水源，廣闊的湖面氣勢雄偉，隨風而起的漣漪總是那麼吸引過往行人

的目光，湖中有三座島，棲息著許多鳥類，周邊也是可愛水獺的出沒地。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07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337836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507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慰廬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慰廬」是一棟位於榕園內的閩南古厝，其格局為金門最常見的「一落四櫸

頭」，古厝所在位置是過去曾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美名之稱的「西

洪」，為明朝國子監助教洪受的故居，洪受學問相當淵博，早年任州、縣學教

授，他教授的門生裡，登科進第者甚眾，因此也被尊稱為「大師」 

開放時間－每天 08:30–17:00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98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337836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498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特約茶室展示館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位於小徑村內的特約茶室展示館，前身為「八三夭」（「831」）亦稱為「軍中

樂園」。早期大批阿兵哥因戰爭退守金門，大都借住在民房或屋主僑居南洋的空

屋，以及各村落的祠堂、廟宇等地。但和居民長時間的相處下，軍民間難免會衍

生一些男女感情糾紛，為了解決此類問題，金門於西元 1950年，在金門朱子祠

附近設立了第一座「軍中樂園」，而現今的特約茶室展示館則是利用原有之「小

徑特約茶室」的空間，來陳展這一段歷史。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822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紅 1、紅 2、紅 27、藍 1公車路線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 337839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822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瓊林聚落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位於金門島中部的瓊林，居民以蔡姓為主，這裡是金門規模最大的古厝聚落。過

去因為人才輩出，仕途上有輝煌的成就，明熹宗御賜里名為「瓊林」，在當時只

要有人中進士，就會建造一座宗祠，所以在瓊林大大小小的宗祠就有 6座之多，

號稱「七座八祠」，包括已被列為國定古蹟的蔡氏家廟（大宗）、六世竹溪公宗

祠、十世柏崖公宗祠、六世樂圃公暨十世廷輔公宗祠、六世前庭房宗祠、十一世

榮生公宗祠、十六世蔡守愚宗祠等，可說是金門島上宗祠最多的聚落，其中蔡氏

家廟為瓊林聚落裡向心之地，也是聚落大姓－蔡氏家族的榮耀，家廟後牆鑲上的

風獅爺，是許多人前來尋覓的熱門景點，目前也被列為古蹟。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453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紅 1、紅 2、紅 27、藍 1公車路線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 31310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453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自行車故事館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中山林遊憩區內利用原有建物，建置自行車故事館，並將既有防火林道連結後，

建置兼具休憩及防災多功能之專用自行車道，以不破壞自然生態為原則，串連園

內各休憩設施，增加金門地區休閒場所及多樣化遊憩體驗。 

 

本館展示以自行車的介紹為主體，輔以其角色功能的介紹與延伸，展示內容分為

以下部分： 

1.自行車的歷史 2.經典的自行車 3.自行車禮儀與安全守則 4.飛輪教室 

 

自行車借用服務： 

1.借還車時間：每日 8:30-16:50，七、八月暑假期間延長借還車時間，自 8:30-

17:50。 

2.單車種類數量：淑女車*25、小折車*48、登山車*20、親子車*15。 

3.收費資訊：每人每次限借一台自行車，不分車種，每車每次收取使用費新臺幣

50元。 

4.借車對象為年滿 8歲以上且會騎自行車者，但 12歲以下者須由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或同行成年親屬申請借用。 

5.借用車子騎乘範圍僅限於中山林園區範圍內自行車道。 

 

播映影片：自行車的安全騎乘教學(6分鐘，可容納 18人座位)。 

 

解說導覽： 

1.預約展示館解說需為 15人以上(40人以下)。  

2.預約須於 7天前電話提出申請，取消預約須於 1天前提出申請，未取消預約且

未於預約時間前五分鐘到達者，半年內不得申請預約。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622 

https://www.kmnp.gov.tw/playstation/info/44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紅 1、紅 2、紅 27、藍 1公車路線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電話：082- 313250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622
https://www.kmnp.gov.tw/playstation/info/44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陳景蘭洋樓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這是金門旅居新加坡僑商陳景蘭於公元 1921年興建的洋樓宅第，也是金門規模

最大的一棟洋樓，是金門華僑回鄉興建「番仔樓」代表作。淨白色的外觀讓陳景

蘭洋樓多添了些洋味，精緻的雕花與對稱拱門，猶如西洋建築的工法，是陳景蘭

洋樓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份。 

西元 1949年後，陳景蘭洋樓曾被國軍防砲部隊駐紮，也曾作過軍醫院、金門中

學校舍及官兵休假中心使用，現在轉為遊客來到金門必訪的景點，是展示金門華

僑史與洋樓建築的館舍。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49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紅 1、紅 2、紅 3公車路線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湖鎮公所 

電話：082- 332528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649


金門縣(市)戶外教育場域設施資源盤點清冊 
項目 內容 

場域名稱 成功坑道/成功海灘 

場域類型 

(可複選) 

■(1)生態環境場域  ■(2)人文歷史場域  □(3)社區走讀場域 

■(4)休閒遊憩場域  □(5)山野探索場域  □(6)機構場館場域 

□(7)職涯探索場域  ■(8)水域活動場域  □(9)其他場域： 

場域特色 

由花崗岩盤鑿而成的成功坑道，位在熱門景點陳景蘭洋樓前方，結合了海岸坑道

民防坑道兩項功能而成，相較於金門其他坑道，成功坑道的規模較小，但指揮

所、戰防砲陣地、高砲陣地、機槍堡、寢室、廚房一應俱全，在戰時發揮很大的

功用。 

目前有設置許多人像，模擬過去防禦的畫面，戰車碉堡停放一 M-41戰車供近距

離接觸。總長 560公尺的坑道以中興亭為兩邊的分界點，往出海口段由軍方把

持，負責監視料羅灣海域情形，另一端接往正義里公所，是居民們避難自衛的空

間，十足體現金門過去軍民一家的氛圍。 

如今成功坑道及海灘褪下了戰時的肅殺氣息，蔚藍大海搖身成為金門夏季最熱門

的戲水場所之一！ 

場域網址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637 

主管機關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認證類型 
□有，環境教育認證。 

■無。 

交通狀況 

可透過【(84)台灣好行-榕園太湖線】到達 

紅 1、紅 2、紅 3公車路線 

附近提供停車場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金湖鎮公所 

電話：082- 332528 

 

https://kinmen.travel/zh-tw/travel/attraction/1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