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泉州，廈門，土樓，六日遊 
出團時間：2014 年 09 月  日 

☆金門簡介： 

『金門』舊名浯洲、又名仙洲，明洪武年間，江夏侯周德興駐守「金門」以地形險要「固若金湯，雄鎮

海門」故稱「金門」。民國四年金門正式設為「金門縣」1949 年國軍退守金門，1992 年 11 月 7 日終止戰

地政務，始開放台灣居民得以來金參訪，2001 年元月 2 日金門開放小三通金門→廈門航線，更多金門......

邀請您來細細品嚐 

 
     陳景蘭洋樓          馬山觀測所       山后民俗文化村         莒光樓             得月樓                         

 
       開元寺            蔡氏古民居         集美             鋼琴博物館            鼓浪嶼 

 
   鼓浪嶼              四菜一湯              土樓              中山路               中山路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台北台北台北台北�金門                                                                                                                                                                                                            宿宿宿宿：：：：新金瑞大飯店新金瑞大飯店新金瑞大飯店新金瑞大飯店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中餐中餐中餐中餐:   :   :   :   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NT150NT150NT150NT150////人人人人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150/150/150/150/人人人人    

今日集合於「台北」【松山機場】搭乘國內班機，飛往「金門」，抵達金門【尚義機場】後，隨後前往參

觀【中山紀念林】位於昔果山與雙乳山之間，是金門第一座森林遊樂區，佔地 100 公頃，園區內步道縱

橫，有野化劇場、網球場、烤肉區、三友園、經國紀念館遊客中心、乳山故壘、軍機、戰車、火砲展示

等等。【陳景蘭洋樓】陳景蘭洋樓 1921 年創建，也是新加坡僑商陳景蘭的宅邸。其前方留有國軍興建的

金湯公園，在草木扶疏的園林豎立一座自由女神；沿著小勁往海邊，尚有軍事據點、地下坑道、軍隊營

舍與戰車掩體，可遠晀金門南海灣，為金門規模最宏偉的洋樓。後續前往用中餐。餐後接著參觀著名的

【馬山觀測站】馬山觀測站馬山觀測站馬山觀測站馬山觀測站與播音站同位於金門最北方與中國大陸福建的角嶼、大小嶝距離只有 2300
公尺左右過去一直是觀測對岸動靜，心戰喊話及空飄文宣的軍事重地，素有天下第一哨之稱。續前往【獅

山砲陣地】獅山砲陣獅山砲陣獅山砲陣獅山砲陣地地地地位於金山東北角獅山之坑道內，坑道取「威震金東」之意，故名震東坑道。於民

國 58 年 7 月 3 日開挖，59 年 6 月完工，全長約 508 公尺，平均高 6.4 公尺、寬 3.6 公尺，當時工程耗

費 1億 2000萬。裁撤前原有四門 204八吋榴彈砲，開放的二號砲塢，為少數國軍早其對外賓展示軍力

的砲陣地。續前往【山后民俗文化村】，位於山后村的中堡 1876 年旅日橋領王國珍父子花費 25 年的時

間建造完成， 總數有 18棟到今天仍保存舊貌，是金門傳統民居聚落的代表作。續前往土特產﹝﹝﹝﹝金門貢金門貢金門貢金門貢

糖糖糖糖﹞﹞﹞﹞ 參觀貢糖廠，品嚐手工製作之過程及成品，如有意願可選購為拌手禮。特產﹝﹝﹝﹝觀光農場展示中心觀光農場展示中心觀光農場展示中心觀光農場展示中心﹞﹞﹞﹞ 
一條根一條根一條根一條根，係一種藥用植物對強筋健骨有所幫助，現為金門農試所所輔導，並有契約種植。隨後前往用晚

餐.餐後入住飯店。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天天天天        金門金門金門金門                                                                                                                                                                                                                                                                    宿宿宿宿：：：：新金瑞飯店新金瑞飯店新金瑞飯店新金瑞飯店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早餐早餐早餐早餐::::飯店內飯店內飯店內飯店內                午午午午：：：：中式和菜中式和菜中式和菜中式和菜 120120120120////人人人人                晚晚晚晚：：：：中式中式中式中式合菜合菜合菜合菜 120120120120////人人人人    

 晨喚，早餐後前往【莒光樓】早期的「郵票金門」位於金城鎮南郊下臨莒光湖，為一仿古代麒麟閣的

三層樓建築，館內提供旅遊諮詢外，尚有多媒體及圖片展示。後續前往小金門，【四維坑道】又稱九宮

碼頭，1963年完工為昔日小艇戰備運輸之所，規模比翟山大上一倍。【八達樓子】位於小金門市中心 1966

年原駐防古北口的長城部隊移防烈嶼所建（車上目視）﹝﹝﹝﹝湖井頭戰史館湖井頭戰史館湖井頭戰史館湖井頭戰史館﹞﹞﹞﹞    位於東坑村，館內曾是播音

站和觀測站，現陳列各式文物、照片及槍砲武器。﹝﹝﹝﹝烈女廟烈女廟烈女廟烈女廟﹞﹞﹞﹞又稱仙姑廟，是烈嶼香火最鼎盛的一座寺

廟。午餐後返回大金門參觀﹝﹝﹝﹝水頭村聚落風情水頭村聚落風情水頭村聚落風情水頭村聚落風情﹞﹞﹞﹞水頭村自古航運便利，不少子弟出洋經商，因而商業富

庶，至今仍保留完整的傳統建築及洋樓群。其中的國定古蹟黃氏酉堂，為一座擁有日月池的老學堂，也



是金門唯一的園池建築；中界的洋樓群以得月樓為代表，周邊洋樓、古厝等，是不可錯過欣賞金門聚落

建築的最佳選擇。﹝﹝﹝﹝翟山坑道翟山坑道翟山坑道翟山坑道﹞﹞﹞﹞    1963年開挖，是一座直通海上的地下坑道，坑道的入口處設有解說牌

及武器展示，陳列著各式軍艦艇及早期武器。﹝﹝﹝﹝太湖遊憩區太湖遊憩區太湖遊憩區太湖遊憩區﹞﹞﹞﹞    以太湖為中心，四周環繞著中正公園、

八二三戰使館、俞大維紀念館、古榕園以及「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慰盧。【金坊免稅店】，【昇

恆昌免稅店】。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天天天天    金門金門金門金門�石井�泉州泉州泉州泉州                                                                                                                                宿宿宿宿：：：：華僑酒店華僑酒店華僑酒店華僑酒店（（（（掛掛掛掛））））★★★★★★★★★★★★★★★★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早早早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午午午：：：：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晚晚晚晚：：：：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邱良功母節孝坊邱良功母節孝坊邱良功母節孝坊邱良功母節孝坊﹞﹞﹞﹞    建於清嘉慶 17 年 1812 年係旌表平寇大將軍邱良功

之母守節的事蹟而建，有台閩第一坊之稱。此景點與金城民防坑道、模範街、總兵署同為金城形象商圈

範圍，古浦小鎮必遊之地。    後續前往水頭碼頭搭乘客輪前往石井碼頭，再行前往泉州用中餐，餐後首

先前往《《《《閩台緣博物館閩台緣博物館閩台緣博物館閩台緣博物館》》》》，全面展示了海峽兩岸在地域、血緣、文化、建制沿革、商貿往來、宗教信仰

和民俗風情等方面的歷史關係，具備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交流和服務等功能。隨後前往遊覽《《《《開開開開

元寺元寺元寺元寺》》》》，該寺為中國大陸最大佛寺之一，寺內東西塔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仿木結構樓閣式塔，是古城泉州

的標誌。續參觀《《《《天後宮天後宮天後宮天後宮》》》》，其為現存建築規格最高、規模最大，年代最久的媽祖廟。遊覽結束後，前

往享用晚餐，餐後入住酒店休息。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天天天天泉州泉州泉州泉州�廈門廈門廈門廈門                                                                                                                        宿宿宿宿::::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掛掛掛掛））））★★★★★★★★★★★★★★★★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早早早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午午午：：：：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RMBRMBRMB50/50/50/50/人人人人                晚晚晚晚：：：：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遊覽【【【【南少林寺南少林寺南少林寺南少林寺】】】】始建于唐初，雖歷經滄桑，千年古刹史跡猶存，文獻可

稽。清咸豐六年(西元 1856 年)年間，東禪寺主持幻空曾手書「少林古跡」山門匾額，稍後又出現過"欽

賜東禪少林寺"供案。爾後途經南安遊覽【【【【蔡氏古民居蔡氏古民居蔡氏古民居蔡氏古民居】】】】 蔡氏古民居建築群位於南安官橋漳里村，距泉

州市區 20 公里，距厦門機場 80 公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泉州十八景之一。蔡氏古民居建築群

主要由旅菲僑胞蔡啟昌及其子蔡資深於清同治年間（1862）至宣統三年（1911）興建。現存較為完整的

宅第共 16座，房間近 400 間，占地 40 多畝，分五行排列，東西常 200 多米，南北寬 100 多米，每座民

居都有二進或三進，有護厝或東、西廂房，是典型的閩南皇宫式民居建築群。接著前往享用午餐，吃飽

喝足後，續前往遊覽【【【【集美陳嘉庚故居集美陳嘉庚故居集美陳嘉庚故居集美陳嘉庚故居】】】】，擺設陳嘉庚生前所用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見其儉樸的作風。

陳嘉庚先生生前還親自建了【【【【鰲園鰲園鰲園鰲園】】】】，逝世後，在其故居設置紀念館，並興建歸來園，建立銅象，陳嘉

庚先生陵墓也設於鰲園中。爾後前往參觀【【【【龍舟池龍舟池龍舟池龍舟池】】】】陳嘉庚先生於 1950 年在海灘上築堤圍墾外、中、

內三池。 外池俗稱“龍舟池”，寬 300米，長 800米，總面積 24萬平方米。 池畔建有式樣各異的“啟

明”、“南輝”、“長庚”及“左”、“右”、“逢”、“源”七個亭子。 端午節舉辦龍舟賽，這里

金鼓齊鳴，波光色影，人聲沸騰。 外地和本地的健兒駕著七彩龍舟，劈波斬浪，奮勇爭先。 岸上喝彩，

水上聲嘶，競渡場面，十分熱烈。【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中山路位於廈門島西南部，是廈門市思明區中華街道的一

條東西走向的道路。日據時代稱為大漢路大漢路大漢路大漢路（1933 年－1945 年），文革時期稱為東方紅路東方紅路東方紅路東方紅路[1]。中山路長約

1.2 公里，西起輪渡鷺江道，中跨思明南路與思明北路的分界點，東達新華路（即今廈門市公安局，原

廈門市工人文化宮所在地）與公園南路相連。晚餐後入住酒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天天天天    廈門廈門廈門廈門�南靖南靖南靖南靖�    廈門廈門廈門廈門                                                                宿宿宿宿::::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金威大酒店（（（（掛掛掛掛））））★★★★★★★★★★★★★★★★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早早早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午午午：：：：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晚晚晚晚：：：：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南靖A線參觀【田螺坑土樓群】位於中國福建省漳州，由一座方樓、三

座圓樓和一座橢圓形樓組合而成，有著建築工藝的美感，將方樓居中，其餘四座環繞其周圍因此有著四

菜一湯的美譽。最早是由黃百三郎開始興建，他從永定縣搬遷至此，並以養鴨維生，由於此處盛產田螺，

他所養的鴨子在吃了田螺後，經常生下雙黃蛋，由於賣價高，於是就慢慢的富裕了起來，在他富裕之後

為了防制盜匪，於是就建造了田螺坑這五座土木結構的特色土樓。 站在觀景台上，遠眺田本就是天外

來的奇蹟。後續前往塔下村參觀【裕昌樓】，裕昌樓是一座有 700 年歷史的圓形土樓，位於福建漳州市

南靖縣書洋鎮下坂村。裕昌樓建於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裕昌樓高 5層，每層 54 間房，共有 270
間房，是世界上最早的高層公寓樓房之一。裕昌樓原來還有一個一層高的內環，圍繞祖屋；大約在 2003
年後，內環被拆除。現在地上還可見內環房基的痕迹。裕昌樓底層後半圈的各家廚房，各有水井一口，

在爐灶旁邊，用水方便。這是福建土樓中用水如此方便的唯一例子。遊結束後，專車返回廈門.晚餐後

入住酒店。                                。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天天天天廈門廈門廈門廈門�金門金門金門金門�台北                                                                             

餐餐餐餐    食食食食：：：：早早早早：：：：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午午午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中式合菜 RMB50/RMB50/RMB50/RMB50/人人人人                晚晚晚晚::::自理自理自理自理 



晨喚！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 【鼓浪嶼】 鼓浪嶼位于廈門島西南，與廈門市區隔海相望，面積 1．78
平方公里。鼓浪嶼原名圓沙洲、圓洲仔，因島西南有千百年來被海浪沖擊穿透的一個風化石岩洞，每當

大潮的日子，海蝕洞受浪潮沖擊，聲如擂鼓。因而，從明朝起就有了這個如詩如畫的名稱───鼓浪嶼。

島上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林木蔥蘢，暗香浮動。鼓浪嶼音樂人才輩出，鋼琴擁有密度居全國之冠。【叔

莊花園】，菽庄花園位于鼓浪嶼東南海濱，建于 1913 年，原為台灣富商林爾嘉的私人花園，1956 年獻

給國家，由政府撥款重建。此園建在海上，海藏其中，身臨其境，可領臨界園庭之怡雅，又能極目大海

之壯。【鋼琴博物館】鼓浪嶼鋼琴博物館是目前國內唯一的一家專門展示古鋼琴的專業博物館。走進鋼

琴博物館，琴博物館就像進入一個鋼琴世界。這裡展示了由澳大利亞籍華人胡友義先生畢生收藏的世界

各地鋼琴珍品。現在鼓浪嶼鋼琴博物館共收藏鋼琴 110架。其中有一架是胡先生在鼓浪嶼收集到的，它

是已故著名鋼琴家許斐平從小彈到大、留在鼓浪嶼家中的鋼琴。其餘的鋼琴分別產自義大利、英國、法

國、德國、美國、奧地利、澳大利亞等不同國家、不同時代，這些精美典雅、造型各異的古鋼琴真是令

人嘆為觀止。 後續前往遊覽【【【【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南普陀寺】】】】為唐朝時所建，主要以奉祀「觀音」為主，素有「一年走普

陀，三年免受苦」之說，距今有千年歷史，是閩南地區的佛教勝地。它背依秀奇群峰，緊鄰廈門大學。

規模宏大、香火鼎盛，進香者與遊人絡繹不絕。寺內千手觀音工藝精絕，藏經閣珍藏佛教文物豐富多彩。

午餐後返回金門轉乘飛機返回台北 結束此趟愉快的六日之旅。 

※※※※報價報價報價報價：：：：現金價現金價現金價現金價 NT  NT  NT  NT  元元元元                        單人住宿補單人住宿補單人住宿補單人住宿補：：：：NTNTNTNT            元元元元    

報價含報價含報價含報價含：：：：台北台北台北台北→→→→    金門來回機票金門來回機票金門來回機票金門來回機票、、、、金門金門金門金門    →→→→廈門來回船票廈門來回船票廈門來回船票廈門來回船票、、、、兩地清潔費兩地清潔費兩地清潔費兩地清潔費、、、、金門機場金門機場金門機場金門機場    碼頭來回接送碼頭來回接送碼頭來回接送碼頭來回接送、、、、景點景點景點景點

門票門票門票門票、、、、5555 晩住宿晩住宿晩住宿晩住宿（（（（二人一室二人一室二人一室二人一室）、）、）、）、全程車費全程車費全程車費全程車費、、、、5555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6666 中餐中餐中餐中餐 5555 晩餐晩餐晩餐晩餐、、、、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500500500500 萬履約責任險萬履約責任險萬履約責任險萬履約責任險、、、、200200200200

萬意外險萬意外險萬意外險萬意外險＋＋＋＋10101010 萬醫療險萬醫療險萬醫療險萬醫療險、、、、旅行社責任險旅行社責任險旅行社責任險旅行社責任險、、、、司機司機司機司機，，，，導遊導遊導遊導遊，，，，領隊小費領隊小費領隊小費領隊小費    

不不不不        含含含含：：：：台胞簽證費台胞簽證費台胞簽證費台胞簽證費、、、、護照護照護照護照、、、、個人電話費個人電話費個人電話費個人電話費、、、、行行行行李小費李小費李小費李小費。。。。    

    ★★★★65656565 歲以上高歲以上高歲以上高歲以上高----金機票可有半價優惠金機票可有半價優惠金機票可有半價優惠金機票可有半價優惠....但以航空公司優惠人數平均之但以航空公司優惠人數平均之但以航空公司優惠人數平均之但以航空公司優惠人數平均之。。。。金金金金----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 450450450450 元元元元    

    ★★★★12121212 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歲以下....高高高高----金機票為金機票為金機票為金機票為票面價票面價票面價票面價 7.57.57.57.5 折折折折....金金金金----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廈船票可優惠台幣 450450450450 元元元元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水水水    

圖片摘自網路圖片摘自網路圖片摘自網路圖片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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