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閩南西北風情休閒六日 
遠東直航+無購物站+無自費+閩南文化 

淘金夢+桃花園+鐘乳洞 
★參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    段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遠東航空 松山福州 FE 109 10:40 11:55 

回程 遠東航空 福州松山 FE 110 12:55 14:45 

✿出發日期： 每週三、五出發 

             107 年 09 月→5、19、21、28 

             107 年 10 月→10、17、26、31 

             107 年 11 月→2、9、14、16、21、30 

             107 年 12 月→5、7、12、14、19、21、26、28 

【註】松山機場直飛福州，不需再經轉機，選搭直航享受舒適的旅遊！ 
 

山海一體，閩台同根，民俗奇異 
福建三話（閩東語、閩南語、客家語）簡稱閩 

 

 

 

 

 

 

 

 

 

 

 

 

福建  簡稱“閩”位於中國東南沿海，東北與浙江省毗鄰，西面、西北與江西省接界，西南
與廣東省相連，東面隔臺灣海峽與臺灣省相望。福建的大陸海岸線長度居全國第二位，海岸曲

折，島嶼眾多。而且由於福建位於東海與南海的交通要衝，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

洋的起點，也是海上商貿集散地，和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福建沿海的文明是海洋文明而內地客

家地區是農業文明。 
 
✿遠東航空桃園直飛福洲，舒適直抵黃金路段，最佳航班時間，是您旅遊的最佳選擇!! 
 
✿全程無購物站及無自費，少了心理壓力，擔心購物點安排造成旅遊的負擔與壓力，省下更多

時間細逛景點，讓您玩得更盡興。 

 

✿【精心安排】 

 ★泰寧地質公園:(距今約 6500 萬年的裂陷盆地，青年時期丹霞地貌霞景觀) 



   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西元 958 年建縣，素有“漢唐古鎮、兩宋名城”之 

   美譽，朱熹、李綱、楊時等古聖先賢曾在此授課講學、著書立說，自古有讀書尚學、崇文 

   尚德之風；北宋時期更是科甲連第、人文鼎盛，創造了“隔河兩狀元、一門四進士、一巷九 

   舉人”的科舉盛況，歷史上共出了 2 位狀元、54 名進士、101 位舉人。加之繞城而過的金 

   溪與山東曲阜泗水同樣西流的靈異，宋哲宗皇帝于西元 1086 年將孔子闕裡府號“泰寧”賜 

   作縣名，以示褒揚。 
 
 ★泰寧大金湖:堪稱湖山極品，素有“天下第一湖山”之美譽。浩瀚幽深的湖泊與千姿百態的 

   丹霞奇觀完美結合，陽剛與陰柔相濟，豪放與婉約互補，擁有舉世罕見的“岩穴文化”，構 

   成了景象萬千的水上丹霞奇觀。 
 
 ★泰寧古城: 泰寧古城，位於泰寧縣城，古稱「金城場」，西漢時為閩越王無諸的校獵場 

   所，南唐中興元年(公元 958 年)建縣，宋明兩代為泰寧鼎盛時期，有「漢唐古鎮、兩宋名城」 

   之美譽。宋元佑元年(公元 1086年)，宋哲宗趙煦欽賜孔子闕里府號「國泰民安」中「泰民」 

   的諧音「泰寧」二字為縣名，沿用至今。 
 
 ★尚書第: 尚書第古建築群，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片古建築群含明早期到清晚期 500 

   多年中各時期建築物 1.27 余萬平方米，集官宅、民居、祠堂、生產生活用的輔房、店面以 

   及古街小巷於一體，氣勢恢宏，佈局合理，工藝精良。進入尚書第有豪門府第高不可攀之感， 

   進入世德堂有溫馨和諧的大家庭之感，進入老人家唸經的佛堂，聞著那裊裊的線香，就有一 

   種飄飄欲仙的感覺……整個尚書第古建築群從總體到局部都是歷史的見證，建築的精華，文 

   化的傳承，極具藝術價值，堪稱閩西北贛東南，乃至江南最典型、最完整的古代民居精品建 

   築群落之一。 
 
 ★九龍潭風景區:主要水陸景點二十多處。水上景點有：水上一線天、九龍洞、聖象迎客、玉 

   龍岩、虯龍峽、仙女曬紗崖、犀牛望月、應龍峽、丹崖絕壁、龜腹藏佛、猩猩望潭、幽谷水 

   巷、七情百嘴岩、龍尾峽等。陸上景點有：九龍大赤壁、蘭花谷、青雲天梯、烏岡櫟群落、 

   早期丹霞峰叢、南酸棗、仙桃山、人面岩、古棧暢台、“工”字迷潭、岩波畫壁、三象汲水、 

   躍龍谷、龜龍幻影、歸一亭、生生不息、洗心潭、環水畫廊、空中樓閣、藏龍洞、九龍堂神   

   廟、抱石、風動石、鱷魚石等。 

 

 

 

 

 

 

 

 

 

 

 

 

 

 

 



✿【首選景點】 

★玉華洞:為石灰岩溶洞。玉華洞（溶洞群）風景名勝區的溶洞景觀成因主要有地質成因、化學

成因、物理成因等。在適合的氣候條件及水和空氣的共同參與下，經過漫長的歲月形成獨具特

色的弘含奇瑰、炫巧爭奇、遍佈幽奧的神奇景致。溶洞景觀的物理成因為流水沖刷和沉積及崩

塌。合酸水對碳酸岩的溶蝕作用在有流動的情況下加劇，流速與溶蝕可成正比。波痕、貝窩、

溝槽為其主要特徵。玉華洞內的溪源，黃泥等洞發育的邊槽非常壯觀，這種形態與地下暗河有

密切的生成關係。玉華洞內的白雲洞為穹洞，穹洞的形成與後期崩塌改造有關，後洞附近的巨

塊崩塌物堆積有二十余米高。雄雞報曉亦稱雞冠石即為崩塌石塊。距今一百二十萬年至三百萬

年左右的第四紀早更新世，玉華洞第四層的地下舞廳通道、白雲洞基本形成。距今一百二十萬

年至四十萬年第四紀中更新世，形成玉華洞第三層果子洞和第二層的雷公洞、黃泥洞等。距今

四十萬年的第四紀晚更新世形成第一層的一扇風通道、藏禾洞、溪源洞等。 

 

 

 

 

 

 

 

 

 

✿【特別安排】 

   ※【馬尾港(遠恌)】又稱福建船政學堂，福州船政學堂或馬尾水師學堂。 
 
   ※【羅星塔】是國際公認的航標，是閩江門戶標志，有"中國塔"之譽。 
 
   ※ 洞內岩石光潔如玉，華光四射而得名，是我省最大的石灰岩溶洞【玉華洞】 
 
   ※【明清園】北品故宮苑，南看明清園，明清園坐落在福建省泰甯世界自然遺產地 
 
   ※【沙縣小吃文化城】採用中國古典徽派園林設計手法。 
 
   ※【鳞隐石林】有“天然石頭動物園”之美稱。 
 
   ※ 林則徐（1785 一 1850）是我國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紀念館】 
 
   ※【三坊七巷+南後街】，被建築界譽為規模龐大的"明清古建築博物館 "。  
 
 ✿【輕鬆走】 

   ☆玉華洞含單程電瓶車 

   ☆大金湖含船遊 

   ☆九龍潭風景區含九龍潭竹筏漂流+陸地棧道+水天玻璃棧道 
 
✿【風味餐】安排各地風味佳餚，讓您飽覽美景的同時，亦能品嘗河南著名美食。 

             君悅海鮮風味、本邦風味、農家風味、泰寧風味、金湖魚宴風味、 

             古城風味、沙縣板鴨風味、永安風味、閩西風味、福州風味 

✿【購物站】無購物站，讓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飯店特色】全程使用當地最好飯店，房間設備先進齊全，並有多元化豪華康樂設施，訓練

有素、態度熱誠的服務生，舒適的住宿環境和完善的設施，讓您覺得賓至如歸。 
 



✿福州：三迪華美達大酒店 准★★★★★  2014 年開業   169 間房 

     福州三迪華美達廣場酒店地處福州市倉山區閩江大道上，緊臨南江濱公園、榕城廣場， 

     萬達廣場、愛琴海購物廣場商業圈內，距省立醫院南院、奧體中心約 10 分鐘車程，距 

     萬寶中心約 10 分鐘車程。這裡是美國溫德姆酒店國際集團旗下的華美達廣場酒店品牌 

     （Ramada Plaza），擁有舒適高雅、凸顯個性的豪華客房、各類客/套房，房間均配有高 

     速寬頻上網和各種國際頻道。 

 

 

 

 

 

 

✿福州：豪柏大酒店 ★★★★  2014 年開業   169 間房 

         福州豪柏大酒店座落于福州市中心位置，酒店南倚二環，北臨三環，與火車北站及汽 

         車總站互為掎角又融為一體，臨市中心商圈和省政要辦公區域，交通極為便利。本酒 

         店是一家集精品客房、自助餐飲、生態休閒吧、私密商務會館和開放型商場為一體的 

         現代精品酒店，酒店擁有各類精品豪柏客房，客房配有高性能商務一體電腦、先進的 

         客房智慧系統、液晶電視、高速 Wifi 無縫覆蓋等。 

 

 

 

 

 

 

 

 

✿泰寧：泰寧大飯店 ★★★★  2015 年裝修   229 間房 

     泰寧大飯店位於東洲路，環島旁。泰寧大飯店集食、住、娛為一體，裝修採用復古主 

     義風格，處處都體現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飯店主樓 17 層，是泰寧縣的標誌性建 

     築。飯店占地面積 1970 平方米，建築面積 21600 平方米，住宿環境優越。飯店同時還 

     擁有露天車場及地下停車場，方便賓客泊車。酒店一樓為大堂、二樓為中式餐廳、三樓 

     為娛樂中心、四樓為休閒中心，功能齊全，讓人在繁忙的商務之餘得到更好的休閒和放鬆。 

 

 

 

 

 

 

 

 

✿永安：永安萬佳國際酒店 准★★★★★  2016 年裝修   254 間房 

     永安萬佳國際酒店毗鄰永安市高速公路出口，距離市政府約 2.5 公里，前往 4A 級景區桃 



     源洞也很方便。酒店是一座極富現代氣息的豪華商務酒店。擁有兩百餘套豪華客房，房間 

     格調清新高雅，覆蓋高速 Wifi，並設有迷你酒吧、冰箱及中央空調等設施。人性化的空間 

     佈置，令人放鬆身心。酒店內設有大型宴會廳、餐飲包廂及多功能會議室等，為滿足國內 

     外賓客的多層次需求，還配備有休閒娛樂 KTV 包廂及足浴等經營項目。無微不至的服務， 

     是商務、旅遊、會議、休閒娛樂、婚慶喜宴的優選下塌酒店。 

 

 

 

 

 

 

 

✿行程可以複製，品質無法複製，絕不隨波逐流，堅持優質最佳行程。 

 
【第一天】 松山  福州 

●景點：羅星塔、船政文化博物館 

【福建】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 10 位，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省份之一。2014 年 12 月 12 日，

國務院決定設立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福州片區共 31.26 平方公里、平潭片區共 43 平

方公里，廈門片區共 43.78 平方公里），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後，中國第二批三個自由貿易試

驗區之一。福建旅遊資源豐富，有武夷山、鼓浪嶼、清源山、太姥山等自然風光和土樓、安平

橋、三坊七巷等人文景觀。 

【羅星塔】是國際公認的航標，是閩江門戶標志，有"中國塔"之譽。塔下是羅星塔公園，公園旁

有國際海員俱樂部。登臨塔頂，港口碼頭，開發區盡在眼底。江岸兩旁還有古炮臺，可以看到

當年煙火彌漫的中法馬江海戰的古戰場，可以看到昭忠祠憑吊為國捐軀的先烈。因此羅星塔前

還有一座很大的柳七娘子的雕像。需要注意的是，現在的羅星塔是不允許登塔的，只能外觀，

不過其外觀也是很有特色的。 

【船政文化博物館】位於福州市馬尾區昭忠路馬限山東麓，北馬江海戰烈士墓地(福州昭忠祠)

為鄰。該館依山而建，為五層建築，建築面積 4100 平方米，正面造型為兩艘乘風破浪的戰艦，

氣勢磅礴，頗具現代建築風格 1866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學堂，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的

地位和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它對中國海洋軍事觀的發展變革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福建船政

名人群像鴉片戰爭以後，伴隨著西方入侵者的隆隆炮聲，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開始尋找救國強

國之路。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吹起了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號角，軍事自強運動

隨之興起。洋務派官員從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入手，在設廠制船造炮的同時，亦究心於創

辦各類教育機構以培養中國的近代化人才。福州船政學堂即是當時應運而生的中國第一所近代

化海軍學堂，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海軍教育機構。 

 

 

 

 

 

 

 



 敬請自理  海鮮風味 RMB50  本幫風味 RMB50 

 准★★★★★ 三迪華美達酒店 或 豪柏大酒店 或 同級 

 

【第二天】福建 (車程 3 小時)三明 (車程 1 小時)將樂 (車程 1 小時)泰寧 

●景點：淘金山風景區、沙縣小吃文化城車、玉華洞含單程電瓶車 

【淘金山風景區】位於福建省沙縣城西 3 公里處，可說是沙縣人的後花園，此景點始建於宋代，

「錠光臥佛」根據記載，最早的臥佛早已損毀，現在的錠光臥佛，於 1992 年延請了惠安龍山石 

研所重雕，長 38 米、寬 10 米、高 11 米，目前是中國最大的石雕臥佛。元、明兩代逐漸形規 

模，因此，這裏的人文景觀非常豐富，宋朝宰相李綱、大理學家羅從彥...都曾在此留下了足跡。 

【沙縣小吃文化城】採用中國古典徽派園林設計手法，以沙縣傳統的明清建築風格為基調，遵 

循古樸、典雅的設計風格，巧妙地將建築和諧地融入淘金山人文、歷史、自然景觀之中，展現 

了沙縣 1600 多年的歷史風貌和沙縣小吃的文化特色。 

【玉華洞】在將樂縣城東南 5 公里的天階山下，因洞內岩石光潔如玉，華光四射而得名，是我

省最大的石灰岩溶洞。第二批省級風景名勝區。全洞總長約 6 公里，有兩條通道，由藏禾洞、

雷公洞、果子洞、黃泥洞、溪源洞、白雲洞等 6 個支洞和石泉、井泉、靈泉等 3 條寬 1 至 3 米，

深不及膝的小陰河組成。玉華洞是一個大型的通道、廳堂聯合式溶洞。全洞總長約 6 公里，主

洞彎彎曲曲，長 634 米，呈南北方向發育，東西寬 5～30 米，洞高 10～60 米。玉華洞洞口朝

東北方向，出洞口朝西南方向。玉華洞發育成 5 個層次，層層相連，可分為 3 條通道和 6 個支

洞，洞內靈泉、井泉和石泉 3 股地下水淙淙流響。玉華洞內，洞套洞，變幻無窮；水環水，千

姿百態。化學沉積物成為這個玉華洞旅遊景觀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洞裡的石筍、鐘乳石和石

柱溫潤似玉，光華四射，故稱玉華洞。由洞口“一扇風”到後洞口“五更天”，可觀賞 166 個

景點。 

【泰寧】福建省三明市轄縣，位於福建省西北部，武夷山脈中段的支脈杉嶺東南，居兩省三地

市交界處，年降水量 1725 毫米，年均氣溫 17℃。金溪上游杉溪為主要河流。名勝古跡有新石

器時代遺址。明代兵部尚書李春燁府邸，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人口以漢族為主；少數民

族有佘、滿、回、藏、苗等。 

 

 

 

 

 

 

 

                    

 酒店內享用  農家風味 RMB50  泰寧風味 RMB50 

 ★★★★ 泰寧大酒店 或 泰寧明珠大酒店或同級 (當地最好) 

 

【第三天】泰寧 

●景點：大金湖國家地質公園含船遊、甘露寺、泰寧古城、尚書第、九龍潭風景區（九 

        龍潭竹筏漂流+陸地棧道+水天玻璃棧道） 

【大金湖國家地質公園】金湖風景名勝區，位於泰寧境內，景觀資源十分豐富，可概括為 72 峰，

36 岩，18 洞，5 泉，2 瀑之美景；景區生態良好，原始次生林覆蓋率達 95%以上，水質優良，

丹崖翠峰碧水相映成趣；生物多樣性豐富，珍惜動植物繁多；氣候宜人，冬暖夏涼，是獨家避



暑，修養旅遊，水上運動的理想聖地。丹山和碧水是金湖風景構成的兩大要素平面上構成近似

“人”形的分佈格局，北東長 34 公里，南北長 29 公里，總面積 215.2km2，地勢總體由東北

往西南逐漸升高，以記子頂、龍王岩、大牙頂一線為大金湖丹霞地貌最高地帶，其中以八仙崖(大

牙頂)為最高峰，海拔高度為 907.6m，該地帶也是峰、柱地貌發育最好最典型的地區，也是景

點最集中地帶。在丹霞地貌的西南側還有花崗岩地貌景觀，中部有人文景觀。 

【甘露寺】水上一線天，幽谷迷津，天工佛像，天然摩崖石刻等絕世奇觀，令人歎為觀止，被

稱為“天下第一湖山” 岩寺隱藏于赤石深壑之中，一口巨大無比的“鐘”，右邊那塊像一面獨

步天下的巨“鼓”；甘露寺便在這鐘鼓石之間，所以有這麼個說法叫“右鼓左鐘，廟（妙）在

其中”，以這來形容其地理位置。鐘鼓石前有三棵古松，叫“迎客松”，山門前石碑刻有宋代

進士鄒恕贊甘露岩詩：“蘭若半空中，雲山第幾重；瀑流千丈練，鶴宿五株松；曉鐘禪房黑，

霜林木葉紅；懸岩回首望，歸思過前峰。”這首詩讚美了甘露岩寺的建築特色和四周秋季景色。 

【泰寧古城】泰寧古城位於泰寧縣城關，方圓面積 226.5 平方公里。不僅有江南保存最為完好

的明代民居建築真品，還包括明早期到清晚期 500 多年中各時期建築物，是我國江南地區保存

最為完好的明代民居群。泰寧古城歷史悠久、古為“歸化鎮”，距今已有 1340 年的歷史。文物

古跡眾多，素有“漢唐古鎮、兩宋名城”之美譽。 

【尚書第】尚書第俗稱“五福堂”，在福建省泰甯縣城內勝利二街福堂巷，為明朝兵部尚書兼

太子太師李春燁建于明天啟年間(1621～1627 年)的府第。主體建築為五幢，輔房八棟，分五道

門一字排列，除廳堂、天井、回廊外，有房 120 餘間。建築佈局嚴謹合理，是福建現存規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九龍潭風景區】位於福建省泰寧縣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北部核心區，距離泰寧縣城

約 15 公里，九龍潭風景區位於福建省泰寧縣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北部核心區，距離泰

寧縣城約 15 公里，距離泰寧火車站約 19 公里，距離高速公路泰寧收費站 14 公里，與上清溪、

紅石溝和狀元岩毗鄰，因四周九條蜿蜒如龍的山澗泉水彙聚潭中而得名。九龍潭是組成密度和

複雜度最高的一片中國丹霞峽穀群，是泰寧青年期的丹霞地貌發育的典型地區，融湖、溪、山、

穀、岩、峰、溝多樣變化，號稱“泰寧丹霞山水微縮明珠”。 

 

 

 

 

 

 

 

 

 酒店內享用  金湖魚宴風味 RMB50  古城風味 RMB50 

 ★★★★ 泰寧大酒店 或 泰寧明珠大酒店或同級(當地最好) 

 

【第四天】泰寧 (車程 1.5 小時)沙縣 (車程 1 小時)永安 

●景點：明清園、永安鳞隐石林 

【明清園】北品故宮苑，南看明清園，明清園坐落在福建省泰甯世界自然遺產地，是一家大規

模的收藏展示古建築和木雕藝術精品為主的民間收藏博物館。泰甯明清園集中展示了全國各地

明清時期的各流派古建築以及珍貴木雕藝術珍品，結構精巧的明代民居，富麗堂皇的清代原真

性徽派建築，極具震撼力的大型明清收藏品，清代木門樓，石碑林，書院祠堂等齊聚一園，在

古典園林的映村下，成就了獨具風韻的私家收藏文化大觀園。泰寧明清園體現了生態美和建設



美的結合，文化與收藏的結合，本地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結合，形成了特色，打造了亮點。 

【永安】別名“燕城”。永安市隸屬福建省三明市，為三明市代管縣級市。位於福建省的中西

部。東接大田縣，西鄰連城縣，南毗漳平市、新羅區，北與明溪縣、三元區接壤。 

【鳞隐石林】規模謹次於雲南麓南石林，號稱“全國第二”。石林屬岩溶喀斯特地貌，外景多

姿壯觀，似天然盆景，內景似地下迷宮，側景則秀麗別緻，有“天然石頭動物園”之美稱。 

這是一處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發育了眾多的怪石、奇峰和異洞。鱗隱石林富有特色：地上石林，

地下迷宮；得天獨厚，鬼斧神工，為華東獨有，全國第二。景區內聳立著石芽、石錐、石柱、

石筍 400 多座，最高 36 米。怪石擬人狀物，千姿百態。景點有：三鼎岩、望天星、八戒照鏡、

接筍峰、石猿抱桃、黑熊護筍、石龜探洞、接吻石、鱗隱書院等 50 多處。 

【桃源洞】桃源洞有一線天、通天亭、觀音殿、飛來石、仙人棋盤、跨虹橋、鳳冠亭等 18 景。

最著名的是一線天，只見懸岩斷壁上一隙通明，全長 120 米，高 40 米，寬僅盈尺，最窄處只可

側身而過。 徐霞客在遊記中稱“縫隙一線，上劈山巔，遠秀山北，中不能容肩。餘所見一線天

數處，武夷、黃山、浮蓋，曾未見若此大而逼、遠而整者”。古時桃源洞一帶山上有許多栟櫚

樹，所以歷史上又稱為栟櫚山。據有關記載，唐代就有頭陀僧結廬于葛裡，五代後晉時期建有

栟櫚寺。明代萬曆年間（西元 1605年）當地安砂人兩郡司馬陳源湛捐資建有亭、台、樓、閣十

餘處，取“世外桃源”之意改名為桃源洞，並在入120米高的峭壁上36米高處刻有“桃源洞口”

四個大字。南宋宰相李綱和左正言鄧肅曾在此隱居、讀書，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曾遊覽此地，

並都留有詩句。從此桃源洞名聞遐爾。 

 

 

 

 

 

 

 

                     

 酒店內享用  沙縣板鴨風味 RMB50  永安風味 RMB50 

 准★★★★★ 永安萬佳國際酒店(2016 年開業) 或同級 

 

【第五天】永安 (車程 3.5 小時)福州 

●景點：梅峰山地公園、林則徐紀念館、三坊七巷+南後街 

【梅峰山地公園】福道，全線長 19 公里，共 10 個入口，東北連接左海環湖棧道，西南連閩江，

橫貫象山、後縣山、梅峰山、金牛山等山體脊，貫穿福州五大公園，是福州市首條城市山水生

態休閒健身走廊。福道主體採用空心鋼管桁架組成，橋面採用格柵板，縫隙在 1.5 釐米以內。設

計既可滿足輪椅通行，也給步道下方的植物最大限度的生長空間。在環線懸空棧道上，有增設

景觀電梯進行接駁，以縮短繞行時間。同時，為確保遊客能快速便捷的往返，福道著重考慮將

懸空棧道、登山步道和車行道三個對接形成環形系統。” 

【林則徐紀念館】林則徐（1785 一 1850）是我國清代民族英雄。字少穆，侯官（今福州市）

人，嘉慶進士，歷任巡撫、總督。力倡禁煙，道光十九年（1839 年）任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

鴉片，嚴令英美煙販繳出鴉片 237 萬斤，在虎門當眾銷毀。英國發動侵略戰爭，他團結軍民打

退英軍進攻。由於清廷妥協求和，被革職充軍新疆。 

【三坊七巷+南後街】是南後街兩旁從北到南依次排列的十條坊巷的概稱。三坊是衣錦坊、文儒

坊、光祿坊；七巷是楊橋巷、郎官巷、安民巷、黃巷、塔巷、宮巷和吉庇巷。三坊七巷始建於



西晉末年。三坊七巷街區，地處市中心，東臨八一七北路，西靠通湖路，北接楊橋路，南達吉

庇巷、光祿坊，占地四十公頃，白牆瓦屋，佈局嚴謹，房屋精緻，匠藝奇巧；集中體現了閩越

古城的民居特色，被建築界譽為規模龐大的"明清古建築博物館"。 

 

 

 

 

 

 

 

 酒店內享用  閩西風味 RMB50  福州風味 RMB50 

 准★★★★★ 三迪華美達酒店 或 豪柏大酒店 或 同級 

 

【第六天】福州  松山 

●景點：西湖公園 

【西湖公園】位於福州市區的西北部，它的歷史悠久，有 1700 多年的歷史，是福州保留最完整

的一座古典園林。西湖公園就是個老牌的街心公園，類似北京的元大都遺址公園，它挨著河邊，

是老年人早起活動的場所。公園內有八景，包括仙橋柳色、大夢松聲、古堞斜陽、水晶初月、

荷亭唱晚等。歷代文人墨客讚歎不止，多留有佳篇。明謝肇制《西湖晚泛》贊曰：“十裡柳如

絲，湖光晚更奇”。 辛棄疾遊覽福州西湖也曾寫下：“煙雨偏宜晴更好, 約略西施未嫁” 

 

 

 

 

 

 

 

 

 酒店內享用  機上簡餐  敬請自理 

 甜蜜溫暖的家 
 
 
【註】  

◎本行程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一經售出後，不得轉簽、不得退票或改期，如遊客因故未
搭乘或無法成行，退票的損失將由旅客自理。 

◎所有內陸之海空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內陸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內陸交通，飯店系 
  統仍有國家制度上之限制，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或交通工具有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 
  行社安排為主，但景點決不減少。儘請見諒！ 
◎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種（如 65歲以上老人、殘障…等）按一定比例計算 
  於成本中， 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故無優惠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如遇景區需收取臺胞證，煩請 
  配合出示檢查，謝謝！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行加價 
  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此類特殊需求須以酒店當時排房為準，無法保證，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吃素食(齋菜)旅客小提示：大陸地區吃素食(齋菜)的風氣畢竟沒有台灣風行，故素食方面無法像台灣 
  做的如此的精緻，且用當季時疏，菜色變化不大，如果您是到大城市去旅行，除北京、江南地區，可 
  能會比較好一些，其他省份地區如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等，請各位參團貴賓要多多包涵(約 2-3 



  菜+一湯)，在此建議，可自行帶些喜愛的素食罐頭，以免因飲食不佳影響旅遊心情。 
◎故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 

  程，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喔!! 
◎親愛的旅客當您於大陸旅遊期間若有關於行程、餐食、飯店等各方面的任何問題，或有其他事項需要 
  協助，都歡迎您隨時與當團領隊或當地旅行社、導遊立即反應，我們希望能提供各位貴賓立即的回應 
  與協助，提高您對行程得滿意度。 
 

出發日期:  11 月 02.30 日(出團)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19400 含稅不含證照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18900 含稅不含證照 

出發日期: 02 月 06 日初二(出團)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8700 含稅不含證照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7900 含稅不含證照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保會員 1510 號 交觀甲字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只要有一份好心情，福州之旅就會給你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印象。 

只要稍稍動一下畫筆，隨意按一下快門，出來的一定都是好作品、好片子。 

來這的遊客最多的遺憾就是三個不夠用：一是眼睛不夠用、二是記憶體不夠用、三時間不夠用。 
 

~~祝您 旅途平安 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