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嚴選】廈門平合土樓小黃山五日-高雄出發(含稅) 

出團日：11/30(四)、12/06(三)、12/13(三)、12/21(四)、01/03(三)、01/10(三)、01/15(一)、01/28(日)、01/31(三)、

02/28(三)、03/07(三)、03/14(三)、03/21(三)  

 

 
 

 

銷售價格： $10,999 起 

旅遊國家： 中國 

旅遊城市： 廈門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航空公司： 遠東航空 

包含項目：  含團險,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小費,簽證費用(台胞證) 

代辦台胞： 參團辦證優惠$1600 

代辦護照： 參團辦證優惠$1400 



 



 

 



 

 



 

 



●精彩行程規劃 

*《平合土樓》保留了大大小小 500 座的明清土樓群，做為福建獨特的遺世之美。 

*《古浪嶼》海上花園、萬國建築博覽和音樂之鄉、鋼琴之島之美譽，是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來到廈門一定要

走訪一趟別有異國風味的古浪嶼。 

*《小黃山》毛澤東為長泰小黃山寫的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把小黃山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全都寫進來了。 

●航班參考 

*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天數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起飛機場  抵達機場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第 1 天  15:30  16:20  小港機場  尚義機場  遠東航空  FE8095 

第 5 天  11:20  12:10  尚義機場  小港機場  遠東航空  FE092 

  

第 1 天 高雄 /金門【莒光樓】  

請各位貴賓們依照本行程表集合時間，自行前往機場與團隊會合，在此您會看到旅行社特別安排此團的領隊先生（小

姐）穿著鮮紅亮麗的制服，親切且專業的為每一位團員處理登機事宜並解說行程內應注意之事項。  

【莒光樓】碧瓦紅磚，棟宇輝煌，是金門最負盛名之地標內有多媒體簡介及金門在地閩南文化介紹。  

  
金沙假日飯店 或 金門梧江飯店 或 金沙湖畔飯店 或同級 

 

 

  

X 
 

 X 
 

中式合菜 NT150 
 

  

第 2 天 
金門【水頭民俗村、麵線、一條根】�葽 H 門【鼓浪嶼、萬國建築群、毓園、港

仔後海灘、南普陀寺、廈門大學】  

【水頭古厝】位金門島西南方，是一濱海村落，保留許多昔日繁華時期所建造的閩

南古厝與西式洋樓建築群，其中以具中國江南池沼園林風格的二級古蹟「黃氏酉堂

別業」，及高聳別致，兼可作為瞭望槍樓的西式洋樓「得月樓」，最具代表性。 

【鼓浪嶼】鼓浪嶼景觀秀麗多姿，素有海上花園、萬國建築博覽和音樂之鄉、鋼琴

之島之美譽，是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鼓浪嶼島上海岸線蜿蜒曲折，坡綏沙細的

天然海濱浴場環布四周，鬼斧神工的。 

＊溫馨提示：廈門鼓浪嶼土特產一條街為景區商業街及餐廳內特產展示櫃，不視為定點

購物店！ 

【萬國建築博覽】位於福建省廈門市鼓浪嶼風景區內，是鼓浪嶼的中西文化交流的

精萃景觀。先說中國傳統建築，如宗教建築、園林建築、居民建築等，在鼓浪嶼都

可以找到其影子，尤以園林建築的廓、亭、閣、樓、橋，如用“疊石”的累古而成

的“十二洞天”，俗稱“猴洞”；依牆而造的頑石山房的石壁和“人造瀑布”。飛

簷、斗拱、鋪首、漏窗和彩畫、琉璃工藝等藝術處理到處可見，增添了園林的豐彩。  

【毓園】即林巧稚大夫紀念園，為紀念人民醫學家林巧稚大夫而建。毓園之"毓"，就是培育養育之意，故得名。毓園

的建築，佈局自然，園中立著林巧稚大夫的漢白玉雕像，建有“林巧稚大夫生平事蹟展覽室”，鄧穎超同志親手在園

中種植的兩株南洋杉，象徵著林大夫秀逸高潔的品格。 



【南普陀寺】位於福建省廈門市東南五老峰下，面臨碧澄海港，該寺占地面積 25.8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2.1270 萬

平方米。始建於唐朝末年，稱為泗洲寺，宋治平年間改名為普照寺，明朝初年，寺院荒蕪，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得到

重建。因其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南普陀寺”，為閩南佛教勝地之

一。南普陀寺為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福建省第六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廈門八大風景區之一。  

  日東花園酒店 或 廈門空港佰翔花園大酒店 或 藍灣半島酒店 或 同級 
 

 

  

酒店內用 
 

中式合菜(30RMB) 
 

中式合菜(30RMB) 
 

  

第 3 天 
廈門－平和土樓群【朝陽樓、餘慶樓】－長泰【長泰連氏大酒店古村溫泉～享受溫

泉浴】  

【平和土樓群】霞寨鐘騰村的榜眼府、朝陽樓、餘慶樓古老建築依山而築，連在 

一起形成建築群。榜眼府(漳州市僅存的一座榜眼府建築)及周邊建築群，朝陽樓 

（初建於明代，清代擴建）、餘慶樓(建於清乾隆)，是一組精美的古代建築群， 

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華安土樓以其鮮明的地域特色與特殊的歷史 

價值、藝術價值與科學價值，在福建土樓中佔據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長泰連氏大酒店 或 同級 

 

 

  

酒店內用 
 

中式合菜(30RMB) 
 

中式合菜(30RMB) 
 

  

第 4 天 長泰－小黃山－廈門【五緣灣濕地公園、五彩環島路、上古文化藝術館】  

【小黃山】毛澤東的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這首詩將長泰

小黃山國家森林公園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全都寫進來了。“暮色蒼茫看勁松”:小黃山無論是在晨曦初照還是在暮

色蒼茫時，其勁松怪石連片，似黃山一角——大勁松、小勁松、雙胞松、迎客松，神態百狀，匯成了變化莫測的林

海。大松鼠、小松鼠在松濤間跳著叫著，互相追逐嬉戲。“亂雲飛渡仍從容”:小黃山亂雲飛渡的景象也經常出現，

特別是在雨後初晴的時候，山中會現“亂雲飛渡”的奇特景觀。小黃山“飛渡空谷，從容溜索”，更能激起探險者的

膽、魄。“天生一個仙人洞”:小黃山有這麼奇，這麼怪——真的有一個先人洞，崇禎元年有先人在此洞居住，並留

名刻石。這些百年前的先人現在真的成仙了。所以，毛澤東的這首詩好像是為小黃山寫的，仙人洞也變得名副其實。

“無限風光在險峰”:小黃山的險峰在“鐵三角”,“鐵三角”是國家林業局華東規劃設計院專家朱世陽命名的。我們

老董借用朱教授的命名，把毛澤東題的“不到長城非好漢”引用為：“不到鐵三角非哥們。”“無限風光在險峰”真

像是毛澤東為“鐵三角”題的詩。 

【五緣灣濕地公園】占地 85 公頃，面積相當於半個鼓浪嶼，是廈門最大的公園，也是最大的濕地生態園區。在公園

現在的地塊上，已有的水棲和濕生植物帶、水生植物群落、蘆葦及濕地區域植物群落都將得到保護，並將種植上臺灣

相思樹、木槿、銀合歡、睡蓮、紅樹林等植物；而目前棲息在濕地中的 9 科 25 種濕地水鳥和 17 科 29 種山林和農田

鳥類也將繼續在這兒生息鳴唱。遊人可以坐在水榭的觀景陽臺上遠看五橋如環相映，漫步在木棧道上看湖上蘆葦飄

搖、睡蓮盛開，在湖心鳥島上看水島在氤氳霧氣中起落飛翔，在木棧平臺上享受垂釣的樂趣。  



【環島路】環島路以廈門島北部的石鼓山立交橋為起點，途經疏港路、湖濱西路連通與鼓浪嶼隔海相望的鷺江道，並

從和平碼頭起接演武大橋直達廈門大學、胡里山炮台。自胡里山炮台起的路段稱為環島南路，經過曾厝垵、黃厝通往

位於前埔的廈門國際會議展覽中心，接環島東路路段向北到達位於五通的五緣大橋，沿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南側的枋鍾

路經過高崎互通立交和嘉禾路回到石鼓山立交橋終止。 

【上古文化藝術館】位於廈門五緣灣文化展覽苑 A1-A3，其藏品之豐富，可列國內私立藝術館之最。而且與館緊 鄰

的五緣灣，可謂風景如畫，陽光沙灘、帆船遊艇、海水湛藍清透，其被稱為“廈門最美的海灣”，上古文化藝術館正

坐落于這優美風景中。 

＊溫馨提示：上古文化藝術館此館非景中店，內有銷售管內特色商品，購物無壓力，自由選購。 

  日東花園酒店 或 廈門空港佰翔花園大酒店 或 藍灣半島酒店 或 同級 
 

 

  

酒店內用 
 

中式合菜(30RMB) 
 

中式合菜(30RMB) 
 

  

第 5 天 廈門－金門【貢糖】－高雄  

【金門貢糖】金門第一品牌，皇帝的零嘴，現場手工製造送人自購最佳伴手禮。 

本趟旅程到此告一段落，即將搭機返回臺灣，回到自己溫暖的家。衷心感謝各位貴賓參加此次的行程，希望藉遊此行

程能帶給大家一個深刻的感動及美好的回憶。 

  

  溫暖的家 
 

 

 

 

  

 

酒店內用 
X   X 

 

  

 

【報價包括】： 

＊高雄/金門/高雄來回經濟艙機票+金門/廈門來回船票。 

＊表列餐食、景點、住宿飯店(兩人一室)、車資。 

＊保險：四千萬履約保障險、兩百萬責任險及二十萬元意外醫療給付。 

 
【報價不包括】：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 NT200X5 天=NT 1000 元 

＊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房間服務費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 

＊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注意事項：燃油稅開徵日期及加收金額，以航空公司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證照費用，以相關單位

公告日期及價格為主) 

 
【售價注意事項】： 

小孩佔床、不佔床同大人價，單人房差 NT4,000 元，嬰兒 NT3,000 元 (已含稅險燃料費、不含簽證費) 

 
【其他注意事項說明】： 

1. 自 費：無 

2. 購物站：無 

3.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福建地區名產，可依您個人需求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4. 本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機票一經開出，不得退票、改期。若出發後於行程中

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行程恕不退費。於行程中自行脫隊者將補收 NT10,000 元之責任險費。 



5.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需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及臺胞證）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每人須

補收 NT8,000 元非優惠價差。 

6.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將會前後更動或更換觀光景點; 遇季節性

變化或有餐食變更之情形，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及餐食內容之權利。 

7. 敬請注意：為響應環保，酒店即日起撤除酒店內所有一次性日用品。（包括牙膏、牙刷、洗髮水、

沐浴液、拖鞋)。 

8.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

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請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9.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

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10. 特別說明：為考慮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團員旅遊權益，本行程年滿 70 歲以上及

行動不便之貴賓，須有同行家人或友人報名，以上限制下若要出發,則請簽具「行程安全須知同意書」，

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11. 本商品售價已經均攤 65 歲以上長者及 12 歲以下兒童之優惠票價，如遇現場景點門票有價差產

生，將不另行退還。 

12. 本行程需達 16 人以上方能成團。如 10 人以上未達 16 人，將不派領隊隨團，由當地導遊於當地

隨團服務。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團

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稅

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便宜網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高雄成功店  TEL：07-2511213  FAX：07-2511216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 227 號 

LINE ID：cheaprv 

LINE ID：0968202890 

 
北高雄至聖店   TEL：07-5562015  FAX：07-5569793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243 號 

LINE ID：cheapf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