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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通~福建土樓、泉州、廈門鼓浪嶼、金門五日遊 
《大陸行程~無購物行程、含小費，贈送隨團拍攝 DVD、五星飯店》 

【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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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 選 參 考 飯 店 ● 

泉州：準★★★★★晉江寶輝大酒店~2010 年開業 或同級 

酒店整體建築洋溢著浪漫典雅的歐陸風情，擁有各類豪華的客房。酒店同時擁有龍鳳

中餐廳、巴黎西餐廳、可供數十人至千人歡宴的宴會廳等。酒店內配備星澳娛樂城、佰

樂城康體中心、陽光泳池、網球練習場等各類室內外康體娛樂設施，通過提供水準的

硬體設施、現代科技服務、細緻入微的人文關懷，全心打造觸動心靈的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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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標★★★★★漳州皇冠假日酒店~2014 年開業 或同級 

酒店配備兩百餘間豪華客房，客房面積均在 45 平米以上，房型包括豪華客房，以及俯

瞰碧湖美景的湖景客房和套房。酒店特設安睡之選服務，符合人體工程學的仰臥枕、

側臥枕、俯臥枕，令你“安枕無憂”；皇冠格調、薰衣草香薰，讓人“聞香入眠”；溫

熱牛奶、紅酒，也是你的安睡佳選。同時，專為家庭打造的親子主題房，讓您和孩子在

此度過一個難忘的親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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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昇恆昌金湖大飯店(精緻房) ~☆☆☆☆☆~2014 年開業 或同級 

金門金湖飯店飯店設有 276 間客房(包含豪華湖景總統套房)。座落于金湖鎮，客房設

計獨具在地人文特色，寬敞且舒適，面積自 13 坪至 60 坪不等，滿足每位貴賓對空間

與氛圍的需求。此飯店設施包括中式餐廳、西餐自助餐、大廳酒吧、宴會廳、會議

室、商務中心、精品屋、貴賓室、健身房、三溫暖水療池及游泳池。同時，飯店也緊

鄰著亞洲最大、占地 9,000 坪的免稅店「升恒昌金湖廣場」，讓每位貴賓一站即可購足

各式精品。 

    
◎旅 遊 參 考 地 圖 

 

第一天 月日‧星期 

高雄→金門~水頭碼頭~客輪 10:00(船行 30 分鐘)→五通碼頭→《約 76 公

里、車程 1.2小時》→泉州~天后宮、開元寺~東西塔、晉江五店市傳統街區 

參考航班：立榮航空 B7-8911 06:50/07:55 

行

程

內

容 

今日集合前往﹝水頭碼頭﹞，搭乘﹝客輪﹞前往有“華僑故鄉”之稱的【廈門】﹝五

通碼頭﹞。抵達後驅車前往著名的華僑之鄉【晉江】遊覽。 

【天后宮】坐北朝南，佔地 1.8 畝，是典型的閩南建築風格、是海內外建築規格最

高，年代最早的媽祖廟之一，台灣和東南亞的許多媽祖廟都是從這裡分靈的，有溫

陵天后祖廟之稱。它也是中國大陸媽祖廟中第一座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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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開元寺】《開元寺》寺內珍藏大量刻自梵文的石碑，寺前的東西雙塔，為泉州古城

的著名標誌，是現存之最大石塔，是「南宋」時代所建的八角五層花岡岩石塔。接

著前往海外交通陳列館展示了兩千多年來泉州的海事活動以及明清時期鄭和下西

洋、華僑出國、經商貿易、信仰與民俗的交融等歷史事實。 

【晉江五店市】是泉州晉江城區的發源地；建築特色突出。獨具閩南特色的“皇宮

起”紅磚建築、中西合璧的洋樓等明清、民國至現代的特色建築保存完好，擁有蔡

氏宗祠、莊氏家廟、石鼓廟及布政衙、蔡媽賢宅、朝北大厝、莊志旭宅、宛然別墅

等一百多處歷史風貌建築。為集傳統文化展示、民俗體驗、休閒娛樂、美食品嘗等

為一體的街區博物館，讓外地人感覺很閩南、讓年輕人感覺很時尚。之後前往泉州

晚餐享用閩南小吃風味。 

早餐：※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 

/住宿飯店：準★★★★★晉江寶輝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約 146公里、車程 2.4 小時》→華安大地土樓群+電瓶車~二宜

樓、東陽樓、南陽樓→《約 90 公里，車程 1.3 小時》→漳州~雲洞岩風景

區、明清古街 

行       

程         

內

容 

【華安大地土樓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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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安仙都鄉大地村的“二宜樓”，

是華安土樓的典型代表，是福建土樓的傑作，是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1 環境最宜

居、2 佈局最獨特、3 防衛最周密、4 外牆最厚實、5 設計最科學、6 壁畫最豐富、7

保存最完整、8 國保最早列。“二宜樓”1988 年第一次在《建築學報》第九期發表

後，就引起學界的注意。它被“發現”和介紹比起永定土樓晚了許多，然而“二宜

樓”以其獨特的魅力，贏得了諸多專家學者的青睞，1992 年“二宜樓”在福建土樓

中率先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二宜樓】占地面積 9300 平方米，坐東南朝西北，外環高 4 層、通高 16 米，外牆

厚達 2.53 米，外徑 73.4 米。整座樓為雙環圓形土樓，分成 16 單元，共有房間 213

間。二宜樓文化內涵豐富，樓內共存有壁畫 593 平方米、226 幅，彩繪 99 平方米、

228 幅，木雕 349 件，楹聯 163 副，在福建眾多土樓中是獨有的，在中國古民居中

亦屬罕見，堪稱民間藝術珍品。其建築平面與空間佈局獨具特色，防衛系統構思獨

創，構造處理與眾不同，建築裝飾精巧華麗，堪稱“圓土樓之王”、“神州第一圓

樓”為福建省兩大民系—客家民系、福佬民系之福佬民系地區單元式土樓的代表。

1996 年 11 月，二宜樓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真可稱得上

是“康乾盛世”中國夯土建築的一大奇蹟。 

【南陽樓】是雙環圓形生土樓，直徑 51 米，高三層。設三門，大門面北。從建築平

面看，門廳、祖堂及二門巷的中點聯線將圓樓等分為四個單元，主樓每單元七個開

間，明間的客廳，次間、梢間為臥室，盡間因梯道需要兩邊都後縮近一米。內環平

房除門巷兩邊各有二個小間，將炊事、餐室、食品倉庫安置其間，內環有天井隔開，

於兩邊築有簷廊相聯，各自備梯。 

【東陽樓】用鵝卵石鋪成，邊沿用石砌成圍牆，牆內有井，牆外有路，開一小門面

東，小溪於門前潺潺流過，南邊有南陽樓荷花池的清香徐徐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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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

內

容 

【雲洞岩風景區】位於龍文區，324 國道線上，屬省級風景區。因山上有一石洞，

天將降雨，雲霧從洞中飛出，雨霽天晴，雲霧又飄回洞里，故名。雲洞岩海拔僅 280

米，從山麓到峰巔，幾乎全是由各種玲瓏奇特，各具神態的花崗岩石層層叠叠堆砌

而成。景區方圓約十華里，山岩突兀，怪石嶙峋，洞壑幽深，象縮小的“山石盆景”，

具有千山萬壑之概。主要有月峽、千人洞、飛來石、風動石、一線天、摩崖石刻等

景點。 

【明清古街】是反映明清時期漳州文化特色最為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占地 26

公頃。街區不僅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時期的古街格局和民居特色，而且擁有不少知名

度較高的旅遊資源「尚書·探花」、「三世宰貳」兩座石牌坊和漳州文廟，為國家級重

點保護文物；漳州府衙舊址、中共福建臨時省委舊址、嘉濟廟碑、王升祠、比干廟、

太平天國侍王府等，均是著名的文化古蹟；曾在明代風靡一時、被譽為中國三大著

名年畫的漳州木版年畫，也出在這一街區。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 

/住宿飯店：標★★★★★漳州皇冠假日酒店 或 溫德姆至尊豪庭酒店 或同級 

第三天  月 日‧星期 

飯店出發→《約 68 公里，車程 1.2 小時》→廈門~鼓浪嶼~英國領事館、原

日本領事館、毓園、龍頭路商店街、胡里山砲台、南普陀寺、靈玲馬戲表演

(19:30) 

行       

程         

內

容 

【鼓浪嶼～萬國博覽建築】 鼓浪嶼曾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 為： 「中國最 美

的城 區」第一名。 島上崗巒起伏濃林茂密，四邊臨海，沙灘、 奇石自 然景觀如 

畫，又 因為不允許機動 車輛上島，環境特別清幽，素以「海上 花園」、 「鋼琴

之 島」的 美稱享譽中外。小島完好地保留著許多具有中外各種建 築風格的建 築

物，有中 國 傳統的飛簷翹角的廟宇，有閩南風格的院落平房，有 中完合壁的八 

卦樓，有小巧 玲瓏的日本屋舍，也有 19 世紀歐陸風格的原西方國 家的領事館，有 

“萬國 建 築博覽 會”之譽。 

【胡里山炮台】位於廈門島西南部的胡裏山海岸，建於清朝光緒十七年（1891 年），

當初修築此炮臺用了五年時間。寨牆台基系用烏樟樹汁、石灰、糯米與泥沙攪拌構

築，堅固異常。 

【南普陀寺】在廈門島南部五老峰下，始建于唐代，為閩南佛教勝地之一。寺內天

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建築精美，雄偉宏麗，各殿供奉彌勒、三世尊佛。 

【靈玲國際馬戲團】馬戲大劇院是馬戲城的核心建築，在規劃上更是創造三項世界

之最：一是跨度上的「世界最大劇院」橢圓型劇院穹頂最大跨度 120 米，可謂「世

界第一頂」，同類劇院無可匹敵；二是容量上的「世界最大國際馬戲大劇院」，能容

納 10000 名觀眾同時觀看馬戲演出，規模全球最大；三是高度上的「世界最高劇院」：

僅地面高度就高達 50 米，相當於十七層樓高，高過國家大劇院。該劇院是採用鋼

結構建築的馬戲場館，因此一些曾受場館高度和承重限制的節目，均可在此得到淋

漓盡致的發揮，適合各種藝術形式的演出需要，是目前世界上最專業、最先進的複

合型國際馬戲場館。馬戲城馬戲演出每年 365 天不間斷上演，囊括全球頂級馬戲節

目，可在這?欣賞到國際最高水準的馬戲演出：由來自五大洲的馬戲精英與訓練有素

的珍奇異獸同台競技，可謂是名副其實的「馬戲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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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RMB60 晚餐：中式合菜 RMB60 

/住宿飯店：準★★★★★靈玲大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月日‧星期 

飯店出發→《約 20公里，車程 30 分鐘》→五通碼頭~客輪 10:00→金門~

水頭碼頭~水頭僑居文化村、八二三戰史館、太武山~金門貢糖、手工麵線 

行

程

內

容 

【水頭僑居文化村】內有介紹金門百姓到南洋生活的辛酸史，還有金門最為漂亮之

西洋式建築，西元一七六八年所建的「黃百萬酉堂」，西元 1930 年所建的【得月樓】、

【金水國小】等等洋樓。 

【太武山】金門唯一山峰途經(太武公墓)，沿途您可欣賞到許許多多的奇樹怪石，

登上了最高點(毋忘在莒) 勒石呈現眼前，一由上往下望金門島及大陸故國山河一覽

無餘，繼續步行來到有八百年歷史的古剎(海印寺)膜拜祈禱，準備下山。 

【八二三戰史館】體會當年國共砲戰的史實，有如身歷其境，追思忠貞愛國的（俞

大維紀念館）與（榕園）的優美景色欣賞盤距垂地的百年榕樹群奇觀。 

【金門貢糖】金門第一品牌的貢糖，品嚐美味的金門特產並參觀其製作流程。 

【昇恆昌免稅商場】號稱亞洲最大免稅商場在此可任意選購各式的國際精品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中式合菜 300 

/住宿飯店：昇恆昌金湖大飯店(精緻房) 

第五天  月日‧星期 

飯店出發~馬山觀測站、山后民俗村、獅山砲陣地、翟山坑道、後浦小鎮~金

門麵線→金門機場→高雄 

參考航班：立榮航空 B7-8920 19:20/20:20 

行       

程         

內

容 

【馬山觀測站】金沙鎮的馬山，距對岸的角嶼僅 2,100 公尺，退潮時更只有,1800 公

尺，是金廈兩岸最靠近的據點，在過去是觀測對岸海上活動的軍事要塞，有「天下

第一哨」之稱。 

【山后民俗文化村】建於清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是旅日僑領王國珍、王敬祥父

子構建分贈王氏族人居住的宅地，共構一建十八棟閩南式古厝。 

【獅山砲陣地】位在金門獅山腹內，又名震東坑道是全國唯一全坑道榴彈砲塢據點。 

【翟山坑道】鬼斧神工打造的坑道，其氣勢磅礡，嘆為觀止，此坑道為水陸兩用

坑道，是昔日兩棲部隊的小艇基地。 

【後浦小鎮】走訪金城最具歷史意義的老街(模範街)它是一條仿日本大正時代建築

風格的街道，在此可欣賞國家一級古蹟(邱良功母貞節牌坊)，(總兵署)清康熙 21 年

（1682 年）總兵陳龍遷治後浦，便將此軒改建為總兵署衙，為台閩地區僅存的總兵

署衙。 

【金門手工麵線】品嚐現場手工製作的麵線。 

早餐：飯店內享用~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 300 晚餐：機場點心~  /溫暖的家 

【若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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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海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http://www.shinehai-tour.com.tw/ 行程編號：XMN015 

電話：﹝07﹞229-5288‧傳真：﹝07﹞229-2399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28號 10樓 

◎出發日期：109 年 04 月 23 日、05 月 07 日‧星期四 

報價：每人費用ＮＴ：19,900 元、現金優惠價ＮＴ：19,500 元 

●報名訂金每人 6,000 元 

◎費用包含： 

1.高雄→金門來回機票、燃油稅。 

2.金門→廈門來回船票＋碼頭清潔費。 

3.三百萬旅遊責任險、二十萬意外醫療險。 

4.全程導遊領隊小費。每日 NT$：200 元，合計 1,000 元。 

5.飯店行李小費。 

▲費用不含： 

1.護照工本費 NT$：1,400 元。 

2.台胞證新證工本費 NT$：1,700 元。 

3.個人費用：行李超重費（國內班機託運行李每件限 10 公斤，超重每 1 公斤 16 元，手

提 7 公斤）、飲料、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房間清潔小費及行李搬運小費。 

5. 飯店排房如遇單男或單女時會以三人房-加床作業排房，不能湊成雙人房二人一室時，

請補房間差額，全程單人房費用 6,000 元。 

◎辦理護照應備文件： 

1.身分證正本。 

2.二吋彩色照片２張。(最近六個月新照，不可與身分證同組照片，背景白色、大頭、

不可戴粗框眼鏡、不可遮掩眉毛、不可露出牙齒。) 

3.未滿二十歲需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4.十四歲以下小孩請付戶口名簿正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 

5.滿十四歲請附身分證正本。 

6.已退伍男子需退伍令正本。 

7.初次辦理護照者請本人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辨識。 

8.護照效期不足六個月請重新辦理新護照。 

◎辦理台胞證應備文件：(入境日期算起未滿三個月須重新辦理) 

1.身分證影本。 

2.護照正本。 

3.彩色二吋照片1張(需與辦理護照相同規格的大頭照)。 

4.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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