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國外觀光旅行．專業商展參團旅行．大陸商務來台代辦．國內外機票訂房．大陸居民依親加簽  

<< 另有中國/港澳/日本/韓國/島嶼系列/泰國/馬來西亞等各國行程~家庭/員工旅遊~歡迎來電洽詢 >> 

業務承辦人：(02)7728-8688 李宜勳 (分機：13)      

 
皇家饗宴金廈雙溫泉閩南傳奇四日（全程無自費） 

 

•入住五★廈門羅約海濱溫泉酒店，間間面海房 

•入住五★漳州連氏溫泉大酒店，再贈溫泉養生餐 

•玩世界文化遺產土樓博物館-華安客家土樓 

•老房子民俗風情園，加碼贈送閩南傳奇秀 
【玩】 

★海上花園廈門 

廈門是座風姿卓越的”海上花園”，它的美是多元的。作為濱海城市，廈門不僅獨攬海的美景，還擁有湖的動人風光，婉約

的氣質讓人流連忘返。而與台灣隔著一道淺淺的海峽，多年來更讓廈門魅力不減。 

★華安土樓群 

福建土樓粗略統計總共有三千多幢，華安縣的土樓現存 68 幢，數量雖然不多，但是華安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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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山宜水 宜居宜人－二宜樓，華安仙都

鄉鎮大地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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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閩南傳奇秀 

山東華夏文旅集團斥資 22 億元傾力打造的一部文化旅遊巨作，景區包括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及神游華夏大劇院兩部分，已

被列為廈門市重大項目和福建省文化產業十大重點項目。 

★加碼再贈世界首部 360 度超大型室內實景演藝秀閩南傳奇秀 

 

【品】全程五大道地福建特色風味美食 

溫泉養生宴５０  韮菜炒白蝦 清蒸河鱸魚  香菇蒸雞 紅燒綠嘴鴨  同安封肉  

        西芹炒肉片 玉米炖龍骨湯 欖蔡肉末四季豆 文蛤蒸水蛋 蝦皮炒芥菜 

 土樓客家風味   閩南風味  海鮮風味  福榮塘美食   

 

【住】全程五星酒店 

五★漳州連氏溫泉大酒店 http://www.lianshihotel.com/ 

連氏大酒店由福建省長泰連緣漂流有限公司投資興建。2006 年 9 月 29 日奠基，2006 年

10 月 16 日動工，酒店以 466 分的五星標準設計、建設。2007 年連戰題贈：“連氏大酒

店”，2008 年 9 月 6 日試營業，2011 年 11 月 30 日被評為全國首家生態美食示範單位、

首家農家樂五星級酒店。酒店目前配套專案有溫泉、KTV、畫展廳、健身房、棋牌室、

美容美髮室、保健養生館、室外游泳池、網球場、羽毛球場、3000 多平方米的釣魚池及

4000 多平方米的高爾夫練習場。 

五★廈門羅約海濱溫泉酒店 http://www.xmroyalhotel.com/ 

一線全海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舒適柔軟的大床，全自動的觀景窗簾，超靜音冰箱，

衛浴幹濕分離。貼心的隔音牆設計，給您滿室清淨。羅約，總有一款客房能滿足您的高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98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07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5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6370.htm
http://www.xmroyal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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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生活方式與高雅生活品位。 

五★廈門翔鷺大酒店 http://www.xianglugrand.com/contents/125/797.html 

翔鷺國際大酒店是目前亞洲單體酒店客房數量最多的酒店之一。酒店位於廈門市湖裡區中心地帶，交通便利，距東渡廈鼓碼

頭 5km，距高崎國際機場 6km，便捷往來各購物中心、旅遊景點。酒店由亞洲著名的 C.Y.Lee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著名的臺

北 101 大廈也出自該建築師之手。 

翔鷺酒店擁有 1525 間客房及套房，面積從 39 ㎡到 274 ㎡不等，設計雅致，寬敞舒適。多個風格各異的餐廳極具特色，包括

750 個席位的廈門最大自助餐廳、粵式海鮮餐廳、茶樓及咖啡廳等。  

 

【行】體驗小三通的便捷省時 ( 飛機60分鐘+快輪30分鐘)  松山.台中.高雄皆可出發 

市區松山機場出發國內線僅需提前1小時集合即可，免去前往桃園機場約1小時的車程及國際線需提前2小時集合的時間 

◎航班僅供參考，因為換季航班會有變動，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的航班為準◎ 

參考航班：去程   遠東航空   松山／金門 FE065 08:30 / 09:30                                                   

                 小三通船   廈門五通／金門水頭参考班次 11:00 / 11:30                                         

           ========================================================                                    

           回程  小三通船   廈門五通／金門水頭参考班次 09:00 / 09:30  或 09:30 / 10:00 或 10:00 / 10:30 或           

                                                       10:30 / 11:00 或 11:00 / 11:30 或 11:30 / 12:00 或 12:00 / 12:30 

                 遠東航空   金門／松山 FE062 09:10 / 10:10 或 FE066  10:15 / 11:15 或                           

                                       FE068  13:25 / 14:25 或 FE 070  15:30 / 16:30                             

 

 

◎建議購物：茶葉、珠寶、絲綢 

◎推薦自費：全程無自費!! 

◎貼心準備：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貴 賓 價 NT$3399 元含稅 小孩佔床/不佔床同大人，指定單間加 NT$5000 元  

商品效期：2016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03 月 15 日 

不適用期：2016 年 02 月 5 日至 2016 年 02 月 15 日 

出發日期：每天成團即出發 

以上報價不包含： 

※領隊、導遊、司機小費每人每天新臺幣$200X4 天=NT$800.  

※護照 1500、臺胞證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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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個別要求之費用。 

專案商品規定一：滿 65 歲以上老人及身障者，無優惠價。 

         規定二：報名即需簽約，如開票後取消，需繳交機船票費 5000 元 

         規定三：不得脫隊。如需脫隊則請繳交責任險費每天 2500 元 

 

第 1 天   臺灣(松山.台中.高雄)金門【莒光樓、馬家麵線】 / 廈門【集美學村、龍舟池、歸來堂】                                                                                             

今天整理好行裝，集合於松山機場，由專業領隊親切地協助您辦理登機手續後，我們即搭乘國內班機飛往【金門】(飛行時間

約 60 分鐘)。 

http://www.xianglugrand.com/contents/125/7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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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光樓】位於金城莒光湖，宏揚毋忘在莒之精神，建築形式源於古代麒麟閣。這座形式源於古代麒麟閣的宮殿式建築。

三十多年來常是金門郵票和風景明信片的主題，莒光樓已經成為金門的象徵。而後前往參觀金門具有特色的土特產店，您可

自由選購喜歡的商品，送禮自用兩相宜。 

◎【馬家麵線】馬家麵線由創始人馬森殿在廈門同安老家以製造麵線 起家，民國初年落腳金門，由廈門傳入金門，設址南

門里舊街內。現已祖傳四代已有麵線百年老店之美譽金門風大 ，日照強，擁有做麵線的絕佳條件。 

專車前往金門水頭碼頭搭乘豪華快輪前往【廈門】(船程時間約 30 分鐘)， 

★【集美學村】是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故鄉，嘉庚先生傾資辦，在教育事業上有傑出貢獻，學村 的建築融古今中外於一

體，這種被稱為「嘉庚風格」的建築，將整座集美學村點綴的如詩如畫，婉若仙境。 

★【龍舟池】龍舟池畔，龍脊鳳簷，雕梁畫棟，朱繞翠環；湖心兩座水榭，淩波展翼；龍舟池中，則每逢端陽節，都舉辦相

當規模的民俗活動－賽龍舟，到時金鼓齊鳴、南曲悠揚、波光色影、人聲鼎沸，別具一番風情。 

★【歸來堂】即陳嘉庚先生故居，是一座別具風格的單層建築，１９８３年１０月闢建。面積 4000 平方米，取白石砌牆，綠

瓦蓋頂；是具有閩南特色的代表性建築，陳嘉庚先生的銅像就佇立在歸來堂前。陳嘉庚全身銅像後石屏上刻有毛澤東主席的

“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題詞。歸來堂，建于１９６２年。內有廳堂和十多間廂房。廳堂正中安放陳嘉庚的石雕坐像，並懸

掛和排列著郭沫若撰寫的對聯和全國僑聯公祭陳嘉庚的悼詞。故居兩側有陳嘉庚先生平事蹟陳列館。陳列館是一座三層樓，

建築面積 800 平方米。陳列品主要以圖片、圖表、實物為主，形象地介紹了華僑袖陳嘉庚先生的一生，有珍貴的文物及僅存

的《集美陳氏族譜》等遺物。 

早：X    午：X     晚：溫泉養生宴 RMB50      

宿：五★漳州連氏溫泉大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漳州—華安【大地土樓群含電瓶車：二宜樓、東陽樓、南陽樓】－廈門                                                           

★【華安土樓群】土樓是世界上獨有的大型民居傳統建築，綜合住居及防衛功能，有圓形、方形、五鳳樓等造型，是中國傳

統建築的瑰寶，有如東方堡壘一個個雄距在福建省山區。華安縣的是福建土樓的發源地，是中國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部落。 

★【二宜樓】華安最知名的是「土樓之王」—二宜樓，「二宜」寓有宜山宜水、宜家宜室、宜內宜外之意，建於清乾隆年間，

共有 213 間房。除了佔地 9300 平方公尺相當廣大之外，壁畫楹聯木雕之多，也是在眾土樓中獨有的，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東陽樓】、【南陽樓】位於獅子山腳下，有獅子踢球(圓樓)、獅子踏印(方樓)的妙稱。進入土樓，立即就能感覺到那種深

沉的歷史感和溫和的氣氛。 

早：飯店內享用    午：土樓客家風味 RMB30      晚：福榮塘美食 RMB30 

宿：五★廈門羅約海濱溫泉酒店（保證入住） 

第 3 天  廈門【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閩南傳奇秀、中國茶文化體驗、曾厝垵漁村、七彩環島路】           

★【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廈門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景區位於美麗的國際花園城市—中國廈門，是山東華夏文旅集團斥

資 22 億元傾力打造的一部文化旅遊巨作，景區包括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及神游華夏大劇院兩部分，已被列為廈門市重大項

目和福建省文化產業十大重點項目，將於 2015 年 7 月正式對外開放 。 

★【閩南傳奇秀】世界首部 360 度超大型室內實景演藝秀：千載中國夢、萬裡華夏情，驚世之作，作為廈門老院子景區的靈

魂之作，是國際領先的 360 度超大型室內實景演藝秀，也是全球最新的秀文化代表之一。無論劇場規模、設備投資、技術含

量，還是水陸空全方位的三維立體交叉演出形式，都堪稱演藝界的翹楚，無與倫比。(註: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停演，導致

無法觀賞，則由其他景點替代，恕不另外退費) 

◎【中國茶文化體驗】帶您品嚐中國茶的特色，並介紹中國茶文化延革。而且飲茶之風漸已形成，集生活與文化為一體，揉

進了“道”的精神。賦予了歷史及現代的意義，從而達至寧靜平實的完美境界，為越來越多的人士所接受和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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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厝垵漁村】一個被喻為「清新版」鼓浪嶼的廈門新興遊點，坐落於思明區臨海的環島路上，本是傳統漁村，近年由當

地旅遊局著手打造，成為年輕人追夢及創業的地方，文化氣息甚濃。村子入口最近建起了標誌性的紅色魚骨形天橋，橫跨於

環島路兩端，方便遊客往來村子及對岸的沙灘，至於魚骨造型，亦代表了其漁村的本質，非常貼題。由此進入村子，已是最

熱鬧的中山街，數層高的平房間由曲折小巷貫穿，部分房子仍保留了福建傳統的紅磚古厝及南洋風格「番仔樓」，古意盎然，

拍照位極多。至於小巷兩旁則小店林立，遊人穿梭其中，看的買的吃的，非常熱鬧，看來亦很有台灣老街風味！ 

◎【七彩環島路】位於廈門島東南，自廈大白城起至何厝香山的一段約 13 公里的路段為廈門市著名的旅遊景點，在 1997 年

廈門市評定的新 20 景中佔有一席之地，稱為東環望海。這一路段依海而築，路面平曲線隨海岸線延展，與沿線的景點相結合，

正對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豎立有「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大標語牌。 

早：飯店內享用    午：閩南風味 RMB30      晚：海鮮風味 RMB30     

宿：五★翔鷺大酒店 或同級 

第 45 天   廈門 / 金門【水頭聚落、金門土特產巡禮】臺灣(松山.台中.高雄)                                                                   

早餐後前往五通碼頭搭乘豪華快輪返回【金門】 

◎【水頭聚落】俗話說「有水頭富，無水頭厝」，從清乾隆年間的傳統閩南式二落大厝，到民初興築的洋樓群，不同時期、

風格迥異的民居建築，形成水頭獨特的聚落風貌。福建居民從東晉時代遷徙至金門後，帶進閩式建築，又因當地商人至海外

經商致富，把異國風格融入房子，形成中西合璧建築；水頭聚落為這段金門建築史做了完美詮釋，而有的古厝轉做民宿，讓

遊客入住，玩味金門的鎏金歲月。 

◎【金門土特產巡禮】金門貢糖、一條根。 

前往金門尚義機場乘飛機返回台北溫暖的家，就在這極盡享受的歡樂聲中，留下甜蜜的回憶，結束這趟難忘的旅行。 

早：飯店內享用       午：Ｘ    晚： X         宿：溫暖的家  

 

☆注意事項：  

為了本次各位貴賓行程愉快順利，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

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最後，敬祝各位貴賓本次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