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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莆仙宗親風光．泉州開元寺 南靖土樓．神采風情五日 

                                                                                     仙遊縣景致   附件一 

    為回歸莆仙文化主流，發揚興化「文獻名邦」精神，於民國 69年 9月間，紀念「臺

灣興安會館」落成，出版「福建興化文獻」，都 50餘萬言，16開本，共 730 餘頁。全

文凡 14輯。分為：「史地與氏族」、「資源與物產」、「名

勝與古蹟」、「方言與古音」、「風俗與好尚」、「科舉與

仕進」、「鄉賢與職志」、「人物志」、「先賢事蹟」、「媽

祖與三一教主」、「浩劫與抗暴」、「著述與考據」、「詩

詞與書畫」、「歷代詩選」等。計：著述 45篇，人物

略傳 155 人，詩 690 首，彩色國畫 34幅，黑白國畫

12 幅，墨寶真蹟 10大章，風景照片 49幅。文白俱修，

詩畫並備，若談史乘，雖不完善，但是對興化的文史

而言，則略具有較完整的輪廓。本書由林國樑教授主

編，將陸續出版叢書，以這本「福建興化文獻」的 14

輯為藍本，更收資料，擴充內容，彙集為有系統的叢

書，傳承文化，以求無忝於先人。 

    仙游縣（古屬興化府仙游縣）地處福建東南沿海

中部，湄洲灣南北岸結合部，木蘭溪中、上游，隸屬

于莆田市。縣境東接莆田市區，西接永春、德化，南

連泉州市泉港區、惠安縣、南安市，北介永泰，東南瀕臨湄洲灣，挨天然良港秀嶼港，

接肖厝港。 縣域東西寬 49公里，南北長 63.4

公里，海岸線長 5公里（全縣唯一靠海的鎮為

楓亭鎮），區域總面積 1835 平方公里（折合

272.2 萬畝），其中耕地 42.6 萬畝，山地 203.7

萬畝，林地 177.7 萬畝。從縣城至福州交通里

程 152 公里，至莆田市區 42公里，至泉州 85

公里，至廈門 192 公里。    

    仙游縣域整個地勢順趨木蘭溪，西北高東

南低，形成「馬蹄狀」，沿海、平原、山區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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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著名的東西鄉平原是魚米和蔗糖之鄉，

東北角的「興泰裡」和西北角的「仙游山」是

著名的珍稀林區。全境分佈著「七山一水二

田」。 

    2017 年，仙游縣被列入國家園林縣城。 

2019 年 1月 9日，憑藉莆仙戲入選 2018—2020

年度「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名單。2019 年

1月 25 日，入選 2018 年度全國「平安農機」

示範縣。 第二批國家農產品品質安全縣。 

    仙游縣地處福建東南沿海中部，瀕臨湄洲灣，北承省會城市福州（距離 130 公里），

南接泉州、廈門（距離 153 公里）。福廈鐵路、福

廈高速公路、324 國道、省道秀裡線、省道 201 線

貫穿境內，莆永高速仙游段 2012 年 11 月份通車，

沈海複綫高速仙游段 2013 年底通車，湄渝高速仙

游段 2014 年內動工，設有 7個高速公路互通口，

交通、 區位優勢日益凸顯。2014 年，擁有海岸線

8公里，已建立500噸級和300噸級的碼頭各一座，

正在規劃建設楓亭 3000 噸級幹散貨碼頭 1座。農

村村道硬化率達 100%。 

 

● 景點安排 
★泉州天後宮 是海內外建築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祭祀媽祖天的廟宇，也是國家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開元寺 是東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跡，福建省內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 
★莆仙各點廟宇朝聖參拜 吳聖天妃興角祖宮、仙遊縣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仙霞宮、東吳 
         吉江金雞廟。 
★南靖田螺坑土樓 號稱土樓媽媽裕昌樓，又稱東歪西 斜樓！是南靖縣現存最古老的 
         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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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餐食安排 (全程安排八個正餐) 

1.泉州小吃       2.泉州閩南餐宴   3.莆田米粉風味     

4.莆田乾炸荔枝肉風味 5.莆田在地餐宴   6.莆仙家鄉餐宴 

7.南靖土樓風味       8.南靖縣城餐宴    

 

 

 

● 住宿安排  

泉州-華僑酒店 

泉州華僑大廈是一家既有悠久歷史更具現代內涵

的國家四星級旅遊飯店,福建省首屆百佳旅遊誠信單

位、國家銀葉級綠色旅遊飯店。她坐落在泉州中心市

區繁華的商貿地段,東眺風光旖旎的百源清池,西臨國

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泉州府文廟,環境優雅,風景怡

人,旅遊交通十分便利。 

飯店擁有行政樓層、無煙樓層等各式客

房 209 間（套）,房內配備有線電視、

免費 ADSL 寬頻上網和電子射頻門鎖等

現代化設施,是閣下在泉州旅遊、探親、

商務、會議的最佳選擇。萬花苑中餐廳、錦雲豪華宴會廳等典雅氣

派,富有中式傳統情調,由國家特級名廚主理正宗閩菜,能容納 1000

多人同時進餐，是您舉辦各種喜慶活動的最佳場所。飯店還設有十

九間各具特色的餐飲包間,任君選擇。四個設施齊全的多功能廳,可

同時舉辦多個會議及大型宴會,是舉辦會議和產品推介、展銷、宴會、

酒會等商務、社交活動的理想場所。 

「賓客至上,服務第一」是飯店一貫堅持的宗旨,「細緻入微、人性

化」服務是飯店不斷追求的目標。飯店全體員工以熱情、周到、細

緻、殷勤的服務,竭誠為您營造溫馨、舒適、方便、安全的下榻環境。 

 

仙游-萬佳國際酒店 

    仙遊萬佳國際酒店位於仙遊鯉城街道學府東路，毗

鄰仙遊公交總站”右名汽車北站“對面、莆永高速、仙

作工藝博覽城。酒店周邊環境幽雅、空氣清新、十分交

通便利，綠化面積近萬平。酒店距九鯉湖風景區（省級

風景名勝）僅 25分鐘車程，

距湄洲島（旅遊度假區）約

1小時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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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 - 金鳳凰酒店 

    莆田金鳳凰酒店位於碧桂園綜合樓，離莆永高速路口僅三

分鐘路程左右，距離文甲碼頭（湄洲島）也衹有三公裏左右，

交通便利。這裏擁有時尚，高雅的

各類客房，客房裝修前衛時尚，房

間麪積達 30-60 平方米，配套有 50

寸安卓智能高清電視，其他設施也

配置齊全。酒店將為你提供優質的

住宿服務。 

 
廈門–翔鷺酒店 
    翔鷺國際大酒店(中國•廈門)系由中國翔
鷺騰龍集團投資興建的一家大型會議商務酒
店。 該集團以化纖，石化生產經營為主，兼
營房地產。翔鷺國際大酒店是翔鷺集團進入中
國酒店業的一個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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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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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面積達 8,900 ㎡的宴會會議場地，含會
議廳、展覽廳、宴會廳以及挑高 32m 的 3000
㎡中庭花園，均配備先進的設施設備，已成為
在廈舉行國際性會議、公司年度晚宴、個人化
婚宴和各種聚會的首選場所。其中兩個宴會廳
分別可容納 950 人，均堪稱廈門之最，另備有
26個面積不等的多功能廳，其完善的音響系
統和燈光照明設備，可滿足不同規模的會議要
求，經驗豐富的專業團隊為賓客提供優質的會
務服務。  
    酒店另配套有行政樓層、購物商場、室內
高爾夫球場、KTV、SPA、商務中心、票務中心、
健身中心、健康體檢中心，足不出戶即可享受
到各項體貼入微的周到服務。廈門翔鷺國際大
酒店不僅是酒店，更是一個集商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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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客房、餐飲、購物、休閒娛樂於一體的最大化的商旅休閒聚會場所，讓賓客成
功應對繁忙商務，從容享受精彩生活。 
 
● 購物安排 

大陸行程無購物及自費。 
金門購買土特產機免稅。 
                   

● 貼心安排 
   每天都準備礦泉水。  
● 參考航班以立榮航空為主(預計安排兩班以上班機) 

航空班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立榮航空公司 
B7-8807 
B7-9201  

松山 金門 
08:20  
08:50  

09:40 
10:10 

立榮航空公司 
B7-8816 
B7-9202  

金門 松山 
13:40 
14:05  

14:50 
15:15 

 
● 細部行程 

    集合於【機場】搭乘客機經往金門後，轉搭小三通交通船前往

泉州。抵達後由當地地接導遊接團後前往泉州，參觀【泉州天後宮】

素來被認 為是海內外建築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祭祀媽祖天 的廟

宇，也是大陸媽祖廟中唯一被國務院審

定公佈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

元寺】，是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

跡，也是福建省內規模最大的佛教寺

院。 

餐食：早// X   午//泉州小吃    晚//泉州閩南餐宴 

住宿：泉州華僑酒店或同級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前往東吳【吉江金雞廟】朝聖參拜典禮! 後

續前往東興南興(鴛鴦廟)朝聖拜會活動，隨安排【賢良港】西元 960 

年農曆三月廿三海神媽祖在港裡誕生。陸續前往賢良港是海上女神

--媽祖的誕生地。晚餐與此地區進行，餐後返回入住酒店。 

餐食：早//酒店早餐    午//莆田當地料理    晚//莆先家鄉餐宴 

住宿：金鳳凰酒店或者同級 

 

 

 
05/13 第一天 台北(松山) / 金門 / 泉州．泉州天後宮．開元寺 
   

 
05/14 第二天 莆田．東吳吉江金雞祖廟．東興、南興(錢山宮)．賢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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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前往莆田仙游一系列朝聖活動，首先來到【媽祖健康城】拜會參訪活動。

後續前往【仙遊縣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拜會行

程，最後蒞臨仙霞宮參拜進奉典禮。 

餐食：早//酒店早餐   午//莆田米粉餐宴     

                      晚//莆仙荔枝肉風味 

住宿：仙游萬佳國際酒店或同級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專車驅往南靖，參觀田螺坑土樓：

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次序建造了—方四圓 的土樓

群體建築。 我們可以從上觀景台俯視田螺坑土樓群，猶如

天女撒下的梅花，又好 像玉皇大帝賜給我們的大號「四菜

一湯」； 參觀號稱土樓媽媽「裕昌樓」，又叫東歪西 斜樓！ 

此樓始建于元代中期（1308——1338 年），是南靖縣現存最

古老的土樓，雖然曆 盡 700 的多年風雨，東斜西歪的樑柱，

尤如比薩斜塔，但由於力學原理，至今悠然地屹 立在溪水

河畔。 遊覽首批中國景觀村落——塔下村！ 也是一個太極

水鄉，被人們形象稱 為閩

南的周莊。 

     後續參觀建在 3000 

多平方米沼澤地上的和貴

樓！ 它仿佛是一艘停在水

面上的「鐵達 尼號」，雖歷

經 200 多年仍堅固穩定巍

然屹立。    

 

 

 

餐食：早//酒店早餐   午//南靖土樓餐宴    晚//南靖縣城餐宴 

住宿：廈門翔鷺酒店或者同級 

 

 

 

 
05/15 第三天 莆田媽祖健康城 ．仙游縣媽祖文化交流會(仙霞宮) 
  

 
05/16 第四天 莆田 -（車程約 4 小時）南靖．參觀田螺坑土樓．裕昌樓．塔下村．

和貴樓． -（車程約 2.5 小時）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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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酒店享用早餐後，專車於市區巡禮後前往小三通

碼頭，抵達後搭乘小三通船返回金門地區，抵達後專車

前往金門市區巡禮購買貢糖、麵線及免稅商品。後前往

金門機場搭機返回台北松山機場。結束此趟豐富之旅!  

餐食：早//酒店早餐   午//機上享用    晚//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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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 國人出國前要檢查護照有效期有沒有 6 個月以上才能出國＊ 

費用不含： 

護照辦證資料：14 歲以上男女皆必須附身份證正本、相片 2 吋 2 張、退伍令或舊護 

              照正本、送件到下件工作天 5 天、證照費 1,400 元、護照申請表、  

              聯絡電話注意：相片必須六個月內拍的、頭像 3.2～3.8CM 背景白色 

              的彩色相片兩吋 兩張，20 歲以下之男女孩必須有父或母或監護人 

              身份證正本、並親簽在申請書內，如果 14 歲以下小孩沒辦身份證要 

              以戶口名簿正本(驗 後退還)或戶籍謄本正本替代。 
 卡式台胞證辦證資料：14 歲以上男女皆必須附護照正本、身份證正反面影本、相

片 2 吋 1 張、舊台胞證(如過期不須附上) 
              注意：相片必須六個月內拍的(半身、正面、脫帽、白底、不穿白

色衣服、五官清晰、露耳及額頭 )，14 歲以下請附上戶口名簿影本，
如有更改姓名者，附上戶籍騰本(3個月內)。 
※以上辦證費用僅提供參加旅行團之旅客參考 

                                                                                      ★★★★★ 

上方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80 號五樓    
電話:02-2506-1212.傳真:02-2507-4332                           

                                          交觀甲【5303】 品保北【0880】                 製:109.01.15 

 
 
 
 
 
 
 

 
05/17 第五天 廈門 / 金門 / 台北 
   

大陸旅遊前辦理證件資料準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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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大陸莆仙宗親風光．泉州開元寺 南靖土樓．神采風情五日~ 

 

 
團體報價單 
主辦單位  莆仙同鄉會 TEL: 聯繫人 黃逸耕 總幹事 

旅遊名稱 大陸莆仙宗親風光．泉州開元寺 南靖土樓．神采風情五日 

出發日期  預定 109 年 05 月 13 日 

出發人數  人數：以 80 位。 

航空公司 以立榮航空為主(航班如行程所列) 

 
旅遊團費 

  成人團費：NT$13,500元。+ NT$1,500元(緣金、禮品等費用) 

  敬老優惠：NT$. 2,500元。(須滿65歲以上則享有優惠) 

        註： 此團費是以(人民幣匯率4,3)換算，屆時匯率如有異動則多退少補。 

            團體機票可供敬老票最多為(成行人數的兩成)辦理。 

            此團預訂機位80位，則須分兩架航班搭乘(每航班為40位)。 

            此團體一但機位及當地飯店確認後，如臨時取消不得退還費用。 
 
費用包含 

01.機    票：包含豪華噴射客機(經濟艙)團體金門來回機票。 
02.船    票：包含小三通船(泉州及廈門)來回船票。 
03.住    宿：觀光級旅館，以兩人一室為主。 
                   (以行程上所列之第一順位飯店訂定之) 
04.遊    覽：如行程所列。 
05.行    李：托運每人一件重量以(20公斤)。 
06.保    險：觀光局所規定之履約責任險及團體旅遊保險每人投保500萬意外 

.險及20萬元醫療險。                                    
07.稅    金：兩地機場燃料稅金。 
08.小    費：五天行程導遊及司機小費。          

團費 不含 護 照 費：NT$. 1,400元。 

台胞通卡：NT$. 1,700元。 

單人房價：NT$. 4,500元。(團體不安排公司以外其他團員加入，如遇單人房則 

須補差額)  

其他小費：行李及旅館房間清潔小費。 

飯店消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 
 
簽證資料  

1.護照正本(效期六個月以上，須簽名)，有足夠的空白頁數。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孩童無身份證者，請備一個月內戶籍謄本、並附上英文 
 父母同意書及父母親身份證影本)。 
3.兩吋正面白底彩色正片 2 張(3 個月內近照，不可與身分證或護照內任一照片
相同)。 

4.旅客基本資料表(住址.聯絡電話.公司電話.地址.職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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