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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寧古鎮: 古鎮里有很多有著歷史故事的老樓，這裡的每一棟番仔樓，每一座神廟，

以及每一個商號，都有著自己的故事就像心情咖啡等你去感受 
2. 樟腳村:樸實古拙的石頭村散發出汩汩誘人的古早味，未臨已先醉！反璞歸真的火山

石堆砌似真還幻的房舍，總是那麼地致命吸引力令人無法拔足離去? 
3. 平潭:一個由 126個島嶼和 702個礁岩組成，又有“千礁百島”之美稱。冬無嚴寒，

夏無酷暑，霜雪罕見，日照充足，有著奇異獨特的海蝕地貌十足南國熱情風光卻擁
有閩南柔情綽約的底蘊，令人熟悉又新鮮！ 

4. 埭美水上古民居: 「閩南第一村」的美譽，共有 276座民居，其中明清時 
期的古民居有 49座。紅磚瓦，灰白牆，燕尾牆，繞村水……埭美村古厝多，古榕也
少了百年以上的古榕有五六棵,最為壯觀的是一株 300多年歷史的跨河古榕，甚至長
過河大水來襲村民因此爬過河古榕得以獲救如此神蹟被奉為神榕，太平日搖船樹下
拱門穿身而過村民從上過河，不可一日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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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航空酒店】 

泉州航空酒店是您遍覽泉州

美景與親近大自然之聲的理

想選擇。  藉由免費客房 

WIFI 輕鬆訪問豐澤廣場商

業區，酒店提供給您便利的

選擇。 酒店僅距離晉江機場

13km，提供給旅客許多便利

的交通選擇。 

【平潭龍潭彎酒店】 

平潭海壇古城·龍壇灣

大酒店是目前在平潭最

新的酒店之一，在 2016

開業。 經過漫長的一天

的觀光後，這家酒店是

您放鬆身心的好地方。 

為方便客人，酒店可安

排機場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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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獅萬佳國際酒

店】 

在石獅對於商務旅客或

休閒旅行的人來說，石

獅萬佳國際酒店提供了

舒適的住宿。 容易連接

上 酒 店 的 免 費 客 房 

WIFI。 結束一整天的觀

光行程，客人可在舒適

的酒店休息。  

【漳州皇冠假日酒店】 

漳州融信皇冠假日酒店是

您遍覽漳州美景與親近大

自然之聲的理想選擇。 此

酒店提供有可供無線上網

的公共區域 (免費)。 酒店

方便客人前往漳州火車站，

只需 7km。 當客人有多餘

的休閒時間，可使用現場的

各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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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三通熱門，以上航程時間是暫定(因要先行提供航程資料之故)，待確認航程後

會再公布，但大陸行程是確認的，造成不便祈請諒解！ 

第 1 天   高雄  金門  泉州                                            

起飛前 1 小時集合於小港國內機場，搭機前往金門，隨即前往碼頭搭船前往泉州，

周秦開始經濟開發，至今有 1750 多年的歷史是中國著名的僑鄉祖籍地，是中國海上絲

綢之路的起點，伊斯蘭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猶太教、佛教等世界

多種宗教在泉州廣泛傳播，留下大量遺跡，使泉州成為多元文化融洽交匯宋元

時期泉州港被中世紀世界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

大港齊名，總面積 11015 平方公里(1/3 台灣)，常住人口 800 萬，是福建第一有錢的縣城！    

先前往參觀:                                                                           

【五店市傳統街區】位於晉江老城區青陽的核心區，

緊挨塘岸街，毗鄰世紀大道，背靠青梅山，與晉江萬

達廣場相連，和敏月公園相望；占地 126 畝。唐開元

年間，青陽有“五店市”之稱，五店市傳統街區是晉

江城區的發源地；晉江市區的青陽街道和梅嶺街道的

“青陽”和“梅嶺”皆源於境內的青陽山（又稱：青 

梅山）。該街區獨具閩南特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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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帝廟】在泉州非常有名，以前因為海運發達，而且鄭和下西洋，也有幾次

在泉州，後來因為明太祖朱元璋信服關羽，下令七大城門必須都要蓋關帝廟，

保佑海上航行船隻，在清朝末年時期，泉州祭拜關帝的廟宇達 100 多座，因時

代變遷，關帝廟也僅剩幾座了，緊鄰著就是塗門街夜市就是泉州最最熱鬧所在。 
塗門街又叫“土門街”因為舊時傳言，建造東西塔需要許多土石，塗門街就被用來承載、儲

存建塔土方。塗門街位於泉州市區中心地帶，東起溫陵路，西至中山路，全長 1005米，是集

商貿、旅遊、文化等為一體的繁榮地段。在這條長僅 1000 餘米的街道上，有着眾多的“海絲”

文物群，分佈着 13 處宋元文化遺存———清凈寺、孔子文廟、通淮關岳廟、東觀西台、祖閭

蘇、世家大厝、棋盤園、東魯巷、三十二間巷等。塗門街的建築風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泉

州宋元時期的繁榮景象。改造后的塗門街秉承泉州閩南古建築的風格，又與現代建築結合，

天數 地   點 航   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1 天 高雄 金門 長榮 8911 06:50 07:55 

第 1 天 金門 泉州 百麗輪 09:50 10:50 

第 6 天 廈門 金門 金星號 13:30 14:00 

第 6 天 金門 高雄 長榮 8920 19:10 20: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F%AF%E6%B3%A2%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E6%B8%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BA%AA%E5%A4%A7%E9%81%93/64565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6%B1%9F%E4%B8%87%E8%BE%BE%E5%B9%BF%E5%9C%BA/27481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6%B1%9F%E4%B8%87%E8%BE%BE%E5%B9%BF%E5%9C%BA/274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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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塗門街充滿着蓬勃的生機。塗門街是泉州最有商機、最繁華的街道之一。 

早餐： X              午餐: 廈門合菜￥50         晚餐：古厝風味￥50            

 住宿酒店：泉州航空酒店  豪華四星   2018新裝修                                                   

 

第 2 天  泉州  泉港樟腳村  平潭仙人井、海壇古城         307km                                       
【開元寺東西塔】泉州開元寺建于唐武則天垂拱二年(西元 686 年)，距今已有 1300 多

年的歷史，占地面積 7.8 平方米，是福建省最大的寺廟之一。開元寺的大雄寶殿有 86

根大石柱，叫做百柱殿，傳說建殿時有紫雲飄繞蓋地，故又稱紫雲大殿。 

【東西塔】開元寺最有名的是它的雙塔，東為鎮國塔，西為仁壽塔，它們高 40 多米，是中

國最高的一對石塔。泉州人常說：站著要像東西塔，躺著要像洛陽橋，可見東西塔在泉州人

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東西塔是泉州的標誌，也是泉州古建築的制高點。東西塔建於南宋，

前後歷時 22年，令人歎為觀止的是古代泉州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兩座塔重約 19,510噸，

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全部用花崗岩，依照木頭入榫(ㄙㄨㄣˇ)的結構建造而成，充分體現

了中國宋代高超的建築水準，也是中國現存最高大的宋代石塔，東西塔歷經 740 多年，風雨

雷電以至 8級大地震的摧撼，至今依然巍然，堪稱石塔之冠。 

【樟腳村】位於泉港區塗嶺鎮，是一座五彩的石頭村莊。據說古民居砌成于清嘉慶四

年。走近古民居，全貌盡收眼底：一堵堵牆上的石卵石塊，都是鐵紅色的風化石。砌

屋時依山就勢，上下左右都不講究佈局。這裡巷道連著巷道，岔道連著岔道，曲徑通

幽，頗有迷宮的神秘。穿行在卵石砌成的石巷裡，兩邊的牆壁伸手可及石頭建成的房

屋層層疊疊、錯落有致。卵石砌成的狹窄、幽靜的石巷，經過雨水的沖刷，石樑上留

下古老的印記。纏在石牆上的老藤，給石屋增添了一份滄桑。歷經歲月的洗禮，石牆

已是一片斑駁，但其呈現出來的紅褐、灰白、藏青的色澤，在陽光的照射下，那麼絢

麗、繽紛，儼然一幅油彩畫。不少地方的美術家一旦來過樟腳古民居，都不由自主喜

歡上了這個如油畫般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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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潭 是福建省東部沿海一個島縣，全縣陸地面積 371平方公里，海域面積 6064平方公 

  里，其中主島海壇，面積為 267平方公里，為全省第一大島，中國第五大島，平潭東臨 

  臺灣海峽，與臺灣新竹相距僅 68浬，是大陸與臺灣本島距離最近處 

  【海壇古城】仿古的現代建築技術占地面積 1047畝，建築面積約 120萬平方米，其中 

  古城核心區為 96萬平方米，其他生活配套 24萬平方米，總投資約 86億元。 

【石牌洋】位於平潭縣西北部，蘇澳看沃村海中；在面積約 1 畝多的平緩礁盤上，參

差聳立著兩塊巨型花崗岩海蝕柱，高者 33 米，低者 16 米，二石相櫃十余米，體魄雄

奇，因其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造型，因此，石牌洋又稱泮洋石帆，在 900 多年前就

被譽為“天下奇觀”。    這是一對全國最大的花崗岩海蝕柱，由勻質粗粒白色花崗岩

構成，柱體主要受兩組垂向節理和一組弧形水準節理控制，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沿節

理發生了強烈的球柱狀海蝕、風化，風化殼層層剝落，形成現在的兩石柱！ 

【海壇天神】是平潭島奇石“雙絕”之一（另一為石牌洋），在海壇島的南面—南海

鄉塘嶼南端海邊，有一巨型灰白色花崗岩，是天然的象形裸體石人，體長 330 米，胸

寬 150 米，光頭凸肚，雙臂平直，耳喉俱全，頭枕金沙，腳伸碧海，仰天平躺，神態

天成，栩栩如生，為世界罕見的自然絕景。       石人下身部殘存一柱狀風化岩體，斜斜上

翹，高 4 米餘，酷似男性陽具，久為海峽兩岸漁婦傳宗接代的膜拜物。民間相傳，久

婚不孕的年輕女性往上一摸，即能得胎，無不應驗，具有北方“石祖”的神奇效應。 

【南寨石景】: 南寨石林景區座落在海壇島中部的北厝鎮山利村東南。南寨山之美可

用「奇、幽」兩字概括。它是由「五峰一谷」組成，分別是鱷魚峰，仙女峰，綿羊峰，

神鵰峰，青蛙峰，及神龜穀，為獨特的海蝕地貌景觀。方圓數裡，集中分佈數十處奇 

岩怪石，層疊成林，其栩栩如生的造型出其不意，令人驚嘆，真所謂「石之美在乎其

形，形之勝在於其神」 

【王爺山】由仙人井、仙人洞、仙人谷、仙人峰、仙人柱、仙人台、仙人泉、王爺嶂

谷、金觀音、牡蠣礁等景觀組成。其中仙人井是天然海蝕洞，形如巨井,呈圓筒狀,井

壁近於垂直,口徑?50 米，深度約 43 米，井底側有兩個洞口通往大海,漲潮時海浪洶湧

撞入，井底白浪翻騰，聲若洪鐘，蔚為壯觀。金觀音為王爺山系列景的高潮。每逢夏

季清晨五時至七時，朝陽映射在離海面 30餘米高的削壁上，這時，一天然石窖內的象

形赤色岩石，會呈現出半浮雕狀的觀音菩薩形象，金光四射，神秘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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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農家風味￥50        晚餐：花開富貴￥50             

 住宿酒店：平潭龍潭彎酒店   豪華四星   2016開業                                             
 

第 3 天  平潭 石頭古厝、北港村  石獅               200km                             
【石頭厝】北港村保留有完整的傳統石構建築，花崗岩與沉積岩共同營造的石構風貌建

築群落，美不勝收，獨具海島漁村特色。石頭厝主體多為青、灰色，屋頂以紅色和灰色 

瓦片覆蓋，排列整齊。從高處看，錯落有致的鵝卵石壓著的、排列整齊卻色彩斑駁的瓦

片讓古樸的民居頗有一番靈氣。站在房前眺望，北港村的石頭厝層層疊疊，配以碧綠的

海水，宛如一幅素雅的水墨畫。 

【石鑼石鼓】在君山的海石林中，有幾塊石頭，以鵝卵石從不同部位敲擊，會發出不同

音調的鑼聲。在風輕雲淡的天氣，石鑼的聲音可從君山上傳至山腳的村莊。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新寶德福￥50        晚餐：石獅風味￥50            

 住宿酒店：石獅萬佳國際酒店                                                   
 

第 4 天  石獅 永寧古鎮  漳州普照寺、龍海埭美水上古民居       180km                                    
【永寧古鎮】是時候讓世人知曉， 中國 有類建築叫做閩南建築，有座因開放包容而

恪守傳統的城市叫做泉州，泉州東南方有座歷經六百多年風雨的古衛城…… 永寧。

從明代保留至今的街道規劃，高傲低調的燕尾脊，散落衛城各角落的異域番仔樓，雖

已殘破不堪卻不減從容氣質；許多人艱苦奮鬥衣錦還鄉，在家鄉建了一棟棟中西合璧

的民居。番仔樓。這些建築都是泉州南洋紅磚建築的樣子，老街的兩邊都是古樸

的老洋樓，這樣的建築美得讓人心醉。古鎮里的的熙寶樓是華僑陳煥熙夫婦所建

造的，是一座紅磚立面的番仔樓；庭院大門上有泉州建築常見的「萬」字拼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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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磚是泉州古大厝的建築特點，與阿拉伯建築風格接近，是海上絲綢之路時期傳

入泉州的。 

【埭美古村】福建漳州的九龍江南溪河畔，有一座 500多年歷史的古村落——埭美古村。

該村四面繞水，古榕遍地，是龍海市現存最大（276座），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築群， 

素有「閩南第一村」的美譽。這裡的民居多為木架結構，竹編牆體抹上紙根灰建造而成，

能夠有效的抗震防震，是閩南建築史上的奇蹟。埭美村的居民幾百年來全都是陳姓，是

朱熹門人陳北溪的後代。早在明朝中期埭美古村祖厝落成之際，族人就定下了「房屋建

制不逾祖制」的規矩，約定此後每家每戶建房，都要遵照祖厝的建築規劃執行，且不能

高於祖厝。當年，村裡的第一座建築「後祠堂」建成，為後來埭美民居定下了「坐南朝

北」的朝向。最初建設的 4排古厝，每排 9座，俗稱「九宮建築」，為後人建房留下了參

考範本。除了整齊劃一的古厝，埭美村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四面環水而建。九龍江南溪的

水系長達 3.2 公里，將整個村莊環繞，如果從空中俯瞰，可以看到一條長龍盤旋在古村

邊上，因此村子也被譽為水上古民居，美景不亞於周莊。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 古鎮風味￥50       晚餐：漳州風味￥50           

 住宿酒店：漳州皇冠假日酒店   豪華國際五星酒店                                                  
 

第 5 天  漳州 華安土樓 二宜樓、東陽樓、南陽樓  漳州老街        160km                                    
◆華安大地土樓群：形成以『二宜樓』為中心的圓壯巨型土樓，為祖樓；小土圓樓『南

陽樓』、方形樓『東陽樓』，二者為子孫，「圓」為「乾」為「男」；「方」為「坤」為「女」，

可謂天地和衷，子女齊全，平衡發展。一大二小土樓，均為『清朝』初期之產物；樓

群的建築平面佈局獨具特色，防衛系統構思獨創，構造處理與眾不同，建築裝飾精巧

華麗，而且山水環境宜人、人文景觀豐富，總體佈局貫穿以人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 

【東陽樓】：前有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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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射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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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是一個好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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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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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宜樓】：建於清乾隆五年（1740 年），為“鄉飲大賓”蔣氏十四世蔣士熊所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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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稱得上是“康乾盛世”中國夯

土建築的一大奇跡。 

【漳州老街】古早味，當然不單是一種食物的味道，而是閩南人用來形容古舊感覺的，

可以理解為"懷念的味道"。而這種味道，就藏在漳州老街的每個角落。早在明正德年間，

漳州就開始對外通商，於是便有了那一條條曾經熱鬧繁華的商業老街。 

早餐：酒店內      午餐:土樓風味￥50               晚餐：海灣榮譽￥50               

 住宿酒店：漳州皇冠假日酒店        豪華國際五星酒店                                            
 

第 6 天  漳州老街  廈門  金門  高雄             57km                             
廈門是一座風景優美的港口旅遊城市。優美的環境、豐富的食物，吸引了大量的白鷺來此棲

息，故又稱『鷺島』。 

【環島路】觀光大道位於廈門島東南部，依海而築，是廈門建發國際馬拉松比賽賽道，也是

廈門市區精華旅遊帶之一。 

金門雖小，卻是人文匯聚，早期許多金門人到海外打拼，特別是東南亞，賺了錢，回

饋鄉里，蓋房子、蓋小學等等，甚且回鄉定居後形成了特別的僑民文化，水頭文化村

完整的闡述了這方面的歷史。傳統建築叫碉樓則呈現了當時的兼顧村寨防範宵小海盜

特有的建築風格，相當值得一探的懷舊寶窟！在僑民特多的沿海漁村中類似建築廣布

福建廣東尤以廣東開平碉樓群為甚，擁有超過 3000多座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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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頭文化村】：水頭村已經有 700歷史是金門保留最完善的之傳統大聚落從前乾隆年 

間的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群風格不同的建築形成水頭的獨特風

貌西元 1768 年所建的「黃百萬酉堂」，西元 1930 年所建的得月樓、金水國小…都是我們值得

一訪的好地方。 

【得月樓】是水頭聚落的洋樓群中，最特別也最醒目的一幢建築，主人為「黃輝煌」

先生在印尼經商致富後，於民國二十年匯銀返鄉興建此樓及旁邊的二棟大洋樓，共費

資一萬三千銀元，後因海盜猖獗，為顧及安全，而於二年後加建這座高十一多公尺、

牆厚四十公尺的防禦槍樓，並有地下坑道可通往主屋洋樓，為水頭村最高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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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前往機場搭

機飛返高雄。 

早餐：酒店內自助早餐     午餐:廈門中式合菜￥50    晚餐：金門風味 2000/桌             

出發日: 05/08     06/13 

現金價: NT$18500   不含護照 台胞證等工本費 

內含 : 1.司機、導遊、行李等小費 

      2.所有行程景點內的門票、交通工具 

    ※ 高金航線經常受天候影響 一切依保險條件的規定為處理原則 

◎應備證件： 

      1. 有護照者－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 台胞證加簽 NT$ ……………. 400  

      2. 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二吋半身彩色照片三張、退伍令。NT$1,700 

      3.台胞證新辦－護照正本、身份證影本、二吋半身照片一張。NT$1,500 

 

金驛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正三路 129 號 9 樓-1   電話:（07）26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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