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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武夷山、太姥山、冠豸山、霞浦、    
湄洲媽祖、鼓浪嶼、土樓精華全覽 15日 

費  用  說  明 

出團日期(2020 年) 團 費(A)(含稅金) 服務費(B) 合計 單人房差 

促銷團 

3/16、4/13、11/02 

現金優惠價 $39900 

3000 

現金優惠價 $42900 

13000 
$40900（可刷卡） $43900（可刷卡） 

5/11、6/08、10/19 
現金優惠價 $49900 現金優惠價 $52900 

15000 
$51100（可刷卡） $54100（可刷卡） 

7/13、8/03、9/07 
現金優惠價 $54900 現金優惠價 $57900 

16000 
$56100（可刷卡） $59100（可刷卡） 

※合計＝A+B，以上報價不含證件簽證費及行李、房間小費，稅金視各航空公司及匯率調整適時更動。 
※促銷團因價格優惠，團隊不設限人數，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若無法接受者，煩請報名非促銷團(亦無法一人兩座位)，謝謝！ 

※不含證件費用：台胞證新辦 NT$1800、護照新辦 NT$1500。 

早鳥優惠：愈早報名優惠愈多，最高可享現金 NT$6000 元優惠！絕對超值、超省、超划算！ 

早
鳥
優
惠 

․於出發日 15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NT$3000，共NT$6000。 
․於出發日 120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NT$2000，共NT$5000。 
․於出發日 90 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再折扣每人 NT$1000，共 NT$4000。 
․於出發日 60 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領隊、司機、導遊服務費，共 NT$3000。 
․於出發日 30 天前報名並繳付訂金，免司機、導遊服務費，共 NT$1500。 

加碼再優惠 
揪愈多 
省愈多 

★二位以上報名，除早鳥優惠外，第三位開始每位再優惠 500 元/每位。 
每增加一位，再優惠 500 元/每位，最多優惠至 3000 元/每位。 

※備註：①促銷優惠團不適用；②限向本公司直接報名貴賓者；③限同組貴賓一起報名。 
※以上優惠，促銷團、特殊行程包團、JOIN 旅客不適用，僅限全程參團之旅客！ 

本 
 
 
 
團 
 
 
 
特 
 
 
 
色 

★全程不進旅遊購物商店，白天無任何自費項目、沒有隱藏收費項目、沒有任何醫療保健推
廣。讓您旅遊時間充裕，心中無壓力，輕鬆愉快！ 

★團隊直接由本公司一手操作，絕不經由其他內地社轉包，使您的旅遊品質更有保障。 
★精選各地一流豪華酒店，讓您非凡享受！ 
★遊覽【武夷山】雙世界遺產，領略“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的丹霞美景。 
★武夷山安排近兩個全天時間遊覽，虎嘯岩、一線天、天遊峰、雲窩、水濂洞、大紅袍，以
及九曲溪竹筏漂流，將武夷山景點細細品味，一網打盡。 

★【土樓群】是閩西南地區極富有民族特色的客家民固建築，外形構成一座座城堡，有圓形、
方形還有府第式、八卦式的。土樓以土、灰、糠等混合物做為主要建築材料。 

★遊覽世界文化遺產景點～永定土樓代表之一【高北土樓群】。 
★鼓浪嶼，素有“海上花園”、“萬國建築博覽”和“音樂之鄉”、“鋼琴之島”之譽。 
★湄州天后宮，傳說湄洲島是媽祖林默娘的家鄉，是爲紀念媽祖而設立的，也是她羽化升天
的地方，是世界上最早的媽祖廟。 

★造訪享有“中國海帶之鄉”、“中國紫菜之鄉”的美譽〜【霞浦】。霞浦依山傍海、風光
綺麗迷人，海岸灘塗風光獨具特色，被攝影界讚譽‟中國最美的灘塗”。【白水洋景區】
更因其奇特的地質地貌現象而被譽為“天下絕景，宇宙之謎”。 

★遊覽海上仙都〜【太姥山】，北望雁蕩山，西眺武夷山，三者成鼎足之勢，閩人稱太姥、
武夷為“雙絕”，浙人視太姥、雁蕩為“昆仲”。在奇岩怪石之中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遊覽“海國桃源”、“閩東小武夷”之稱〜【楊家溪】。 
★尋訪三坊七巷，探索埋藏在繁華市井間的歷史滄桑和人文底蘊。 
★寨下大峽谷是泰寧修建的第一條地質科考路線，聯合國專家稱之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榜樣
景區”。是觀賞丹霞地貌的絕佳地。 

★遊覽被譽為“天下第一丹霞湖山”〜【大金湖】。它是泰寧世界地質公園中最有名的景點。 
★遊覽被稱做“客家神山”的【冠豸山】。冠豸山與武夷同屬丹霞地貌，被譽為：“北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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豸，丹霞雙絕”。 
★全程餐標提升午餐、晚餐RMB50。並特別安排地道的當地美食與風味小吃，讓您品嚐另類
的美食佳餚。包括：連城風味、永安風味、泰寧風味、閩北風味、寧德風味、閩南風味、
媽祖麵、佛跳牆、海鮮風味、農家宴、文公宴等當地特色風味。  

1 

桃園  廈門—(約 160 公里/約 3 小時)永定（高北土樓群（承啓樓、五雲樓、世澤樓）、夜遊
和興樓（燒烤+啤酒）） 
暫定 MF888  11:25/13:00 或 AE991  08:40/10:25  (※或以當天可抵廈門之航班為主) 

▲12:00 用午餐 
16:00 抵達—【高北土樓群(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是福建土樓的世界文化遺産景點之一，是永定土樓的代表之一。景區裡有「圓樓之王」美譽的承啓樓和歷史
悠久的五雲樓、世澤樓，衆土樓和大自然融爲一體，呈現一派美妙無比的田園風光。 
【承啓樓】 
據傳從明崇禎年間破土奠基，至清康熙年間竣工，歷世 3 代，閱時半個世紀，其規模巨大，造型造型奇特，
古色古香，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由於承啓樓規模宏大，造型奇特，1981 年被收入中華名勝詞典，同年被
列入世界建築史，還在臺灣桃園的小人國和廣東深圳錦繡中華展示其模型。 

【五雲樓】 

俗稱「不倒樓」，特點是沒有石砌牆基。建於明朝永樂年間，已閱歷 590 多年滄桑變化，是高頭鄉江氏家族
中現存最古老的建築，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考古價值。樓前牆體向內已傾斜 1.5 公尺，近 100 年了卻穩而
不倒，讓中外遊客和專家歎爲觀止。 
【世澤樓】 
建於清代嘉慶年間。大門口地面有鵝卵石鋪成的古代錢幣模型，它象徵著招財進寶之意。樓內一門、二井、
三堂、四梯，設計合理，完全符合家族群居的特點。 

▲18:00 前往酒店(放置行李) 

▲19:00 用晚餐 

從酒店步行約 2 分鐘—【和興樓(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坐落在永定縣湖坑鎮新街村的正中央，客家土樓王子大酒店旁，背靠庵子山，面臨一條小溪流。馬路兩邊是
鱗次櫛比的商住樓房,街道上生意興隆，人們安居樂業，把湖坑點綴成一派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和興樓跟
周邊的數十座土樓一樣，是祖先遵循居者有其屋的精神，歷經數百年，甚至幾代人的苦心營造，付出巨大的
努力才得以建成的。                           餐食：早餐／中餐：視航班狀況／晚餐：客家風味(RMB50) 

宿：☆☆☆☆☆客家土樓王子酒店或同級 

2 

永定—(約 200 公里/約 2.5 小時)連城（石門湖（遊船）、冠豸山）—(約 100 公里/約 1.5 小時)永安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30抵達—【石門湖(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坐落於福建連城冠豸山東南的石門湖，面積四百多畝，如一塊翡翠，鑲嵌在冠豸山的險峰奇谷中，四周環山，
“是連城昔日八景之一的"石門宿雲"所在地。要深度感受石門湖的清幽以及風景如畫，選擇蕩舟其間是最好
的方式。 

▲11:30用午餐 

13:00抵達—【冠豸山(遊覽時間:約2.5小時)】 
以其主峰形似古代獬豸冠而得名，寓含剛正廉明之意，舊稱“東田山”、“蓮峰山”。位於福建連城縣城東
郊1公里。山體於縣戚之東1.5公里處平地兀立，不連崗自高．不托勢自遠。景區方圓123平方公里。集山、水、
岩、洞、泉、寺、園諸神秀於一身，雄奇、清麗、幽深，與武夷同屬丹霞地貌，被譽為：“北夷南豸，丹霞
雙絕”。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連城風味(RMB50)／晚餐：永安風味(RMB50) 
宿：☆☆☆☆☆燕江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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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鱗隱石林）—(約100公里/約1.5小時)沙縣（淘金山華夏第一臥佛）—(約120公里/約1.5小時)

將樂（玉華洞（電瓶車））—(約60公里/約1小時)泰寧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08:30抵達—【鱗隱石林(遊覽時間:約1小時)】 
位於福建三明永安市區西北部十三公里處的大湖鎮境內。始建於清雍正年間。因石芽表面呈魚鱗片狀，取典
“天故隱其跡”句意，故名鱗隱。其由鱗隱、石洞寒泉、洪雲山、壽春岩四處石林風景片組成。總面積一點
二一平方公里。有鱗隱石林、洪雲山石林、十八洞等景觀。 

11:00抵達—【淘金山風景區(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位於沙縣城西約3公里處，緊鄰福銀高速沙縣出口處，海拔501米，總面積約11平方公里，其範圍包括：淘金
山、大羅山、馬岩山、洞天岩等。淘金山早在宋代已被辟為遊覽勝地，現在是福建省“武夷山綠三角”和“閩
江流域生態旅遊線”兩條精品線路上的重要景區之一，有著“沙陽第一景”的美譽。 

▲13:00用午餐 

15:30抵達—【玉華洞(遊覽時間:約2小時)】 
位於福建省將樂縣城南7公里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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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建省最大的石灰岩溶洞。 

▲18:30 用晚餐 

▲19:3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泰寧風味(RMB50) 
宿：★★★★泰寧大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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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寧（船遊大金湖、水上一線天、甘露寺、寨下大峽谷、尚書第、泰寧古城） 

▲早上 07:30 集合出發 

08:00抵達—【船遊大金湖(遊覽時間:約4小時)】 
是泰寧世界地質公園中最有名的景點。景區以水為主體，以丹霞地貌為特徵，是國內少有的丹霞地貌與湖水
相結合的風景名勝區。億萬年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金湖景象萬千的水上丹霞奇觀，浩瀚幽深的湖水與千姿百
態的丹霞地貌完美結合，如百里風光長卷，山水交融，如詩如畫，被譽為天下第一丹霞湖山。 

【甘露寺】 
坐落在長江之濱的北固山，可說是一座“三國山”。但它更是一座充滿英雄豪氣的山。因為有孫劉聯姻的故
事，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墨客，登臨北固，即景抒情，壯懷激烈，留下多少氣吞山河的壯麗詩篇。 

▲12:00用午餐 

14:00抵達—【寨下大峽谷(遊覽時間:約2小時)】 
由3條峽谷首尾相連而成，呈環狀三角形，好似一條金色蒼龍蜷臥在群山之中，故又名金龍谷。它也是泰寧
修建的第一條地質科考路線，聯合國專家稱之為“世界地質公園的榜樣景區”。寨下大峽谷是觀賞丹霞地貌
的絕佳地，有著典型的赤壁、洞穴、巷谷、線谷和堰塞湖。 

17:00抵達—【尚書第(遊覽時間:約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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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朝天啟年間的
府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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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寧古城】 
位於武夷山南麓的泰寧縣城關，南有大金湖，東有兔耳嶺，有福建特色旅遊。交通便捷，四條水泥、柏油公
路直通毗鄰的邵武市、將樂縣、建寧縣、武夷山飛機場、江西黎川縣、特別是銀福高速公路縱貫境內、到三
明只需1小時，進一步拉近了與省內外的時空距離。 

▲18:30 用晚餐 

▲19:3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中式合菜(RMB50) 
宿：★★★★泰寧大飯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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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寧—(約150公里/約2小時)武夷山（水濂洞、天遊峰、雲窩、茶洞、仙浴潭） 
▲早上 08:00 集合出發 

10:00抵達—【水濂洞(遊覽時間:約2小時)】 
是武夷山風景區最大的岩洞，是水準岩層中較軟岩層受流水侵蝕凹陷而成，洞頂有泉下落，形成高達80米的
瀑布，水大如水管湧澎湃，水小如白色玉帶隨風漂灑。 

▲12:00用午餐 

13:00抵達—【天遊峰(遊覽時間:約4小時)】 
是武夷第一勝地，位於武夷山景區中部的五曲隱屏峰後，海拔410米，它獨出群峰，雲霧彌漫，山巔四周有
諸名峰拱衛，三面有九曲溪環繞，武夷全景盡收眼底。 

【雲窩】 

位於五曲和六曲的北岸接筍峰和仙掌峰之間，依山臨水，奇峰林立。每當晨昏，常有雲霧飄繞，故名雲窩。 

【茶洞】 
武夷山風景區的茶洞又名玉華洞，升仙洞，位於六曲溪的東面。據說是因為此洞裡產茶“甲于武夷”，故名。
今洞裡依然還有一片歷經滄桑的古茶樹。其實，茶洞之奇，並不在於茶，而在於它的“崢嶸深鎖”的意境。 

【仙浴潭】 
茶洞最北面這個潭稱“仙浴潭”，從天遊峰高高的崖石上跌落下來的雪花泉就彙集在這裡。相傳該潭曾有仙
女在此沐浴，故此得名。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農家宴(RMB50)／晚餐：茶宴風味(RMB50) 
宿：☆☆☆☆☆星程度假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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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竹筏遊九曲溪、武夷宮、仿宋古街、大紅袍景區、一線天景區） 
▲早上08:00集合出發 

08:30抵達—【乘竹筏遊九曲溪(遊覽時間:約2小時)】 

九曲溪是武夷山脈主峰—黃崗山西南麓的溪流，福建省閩中山水奇秀以武夷山為第一， 而武夷之魂在九曲
溪，九曲溪澄澈清瑩，經星村鎮由西向東穿過武夷山風景區，盈盈一水，折為九曲，因此得名。 

【武夷宮】 

是武夷山國家風景名勝區的核心部分，又稱「武夷宮」，景區位於九曲溪筏游的終點晴川，前臨溪流，背倚
秀峰，沃野碧川，巧構林立，為遊客集中輻輳之處。 

【仿宋古街】 
具有濃厚的宋代江南建築風格。從青山綠水中拔地而起構建的宋街，可謂是仿古、觀山、嬉水的最佳場所，
倘若配上古裝，那簡直就是宋代生活的真實寫真，也難怪會招攬來張紀中大導演一次又一次青睞宋街景色。 

▲11:30用午餐 

13:00抵達—【大紅袍景區(遊覽時間:約2小時)】 
沿著山間小道前往參觀世界第一的烏龍茶樹——大紅袍。此樹一年只產七兩茶，自古以來皆為皇帝貢品！ 

15:15抵達—【一線天景區(遊覽時間:約1小時)】 
又稱一字天，位於武夷山群峰南端、二曲溪南面的一個幽邃的峽谷裡。山名靈岩，岩體綿長雄偉，其高千仞，
其長數百丈，宛若城廓。岩端傾斜而突出，覆蓋了岩腹3個相互毗連的岩洞：左邊的是靈洞，中間的是風洞，
右邊的是伏羲洞。三洞貫通，洞中棲息著難得一見的白蝙蝠。 

▲17:30 用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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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文公宴(RMB50)／晚餐：閩北風味(RMB50) 
宿：☆☆☆☆☆星程度假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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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虎嘯岩景區）—(約250公里/約4小時)屏南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9:00抵達—【虎嘯岩景區(遊覽時間:約3小時)】 
是武夷山屈指可數的獨具泉天趣的佳境之一。相傳曾有仙人騎虎吼嘯其上故名。其實"虎嘯"之聲來自岩上一
個石洞山風穿過洞口有如虎嘯，聲傳空谷震撼群山。 

▲12:00用午餐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山珍宴(RMB50)／晚餐：中式合菜(RMB50) 
宿：★★★★天外天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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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白水洋、鴛鴦溪（洞梯））—(約166公里/約2.5小時)霞浦 
▲早上08:00集合出發 

08:40抵達—【白水洋景區(遊覽時間:約3小時)】 
是福建省八大旅遊品牌之一，因其奇特的地質地貌現象而被譽為“天下絕景，宇宙之謎”，國家副總理吳儀
遊玩白水洋後題“奇特景觀”。白水洋地質公園還擁有全球唯一的鴛鴦獼猴自然保護區。 

▲12:00用午餐 

13:50抵達—【鴛鴦溪(遊覽時間:約1.5小時)】 

位於屏南縣東北部，距縣城 30 公里，處屏南、周寧、政和三縣交界。總面積 78.8 平方公里。是我國目前唯
一的鴛鴦鳥保護區。鴛鴦溪長 14 公里，附近山深林密，幽靜而清淨，是鴛鴦棲息的好地方。每年秋季有數
百上千隻鴛鴦從北方飛來越冬，使這一帶溪流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發現鴛鴦，故屏南有“鴛鴦之鄉”之美譽。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中式合菜(RMB50) 
宿：☆☆☆☆☆帝景國際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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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約100公里/約1.5小時)福鼎（太姥山）—(約100公里/約1小時)霞浦（楊家溪漂流、東璧日落） 
▲早上08:00集合出發 

09:30 抵達—【太姥山(遊覽時間:約 2.5 小時)】 
挺立於東海之濱，三面臨海，一面背山。主峰海拔 917.3 米。它北望雁蕩山，西眺武夷山，三者成鼎足之勢。
相傳堯時老母種蘭於山中，逢道士而羽化仙去，故名“太母”，後又改稱“太姥”。閩人稱太姥、武夷為“雙
絕”，浙人視太姥、雁蕩為“昆仲”。 

▲12:00 用午餐 

14:00 抵達—【楊家溪(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位於福建太姥山西側，素有“海國桃源”“閩東小武夷”之稱。是太姥山“山、海、川“三大主景區之一。
以其青山繞抱碧水之幽美，潭、瀨、灘與花、草、林鑲嵌之壯觀，瀑布、峽谷、聳峰、懸崖、奇石、怪洞等
神工彙聚之勝境和人文景觀、名勝古跡、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之玄奇生動，而揚名海內外。 

17:00 抵達—【東壁(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依山傍海，視野寬闊、極為壯觀，詭竿譎影，船隻穿梭，落日熔金，是拍攝日落海景的理想景點之一。灘頭
沃口，一條彎彎曲曲的水道沙灘，小溪流從中穿過，沖刷出一片複雜多變的紋理，柔美的線條在落日餘暉照
射下，呈現出不同暖色調和藍色調的對比色，給多彩的沙灘增添幾多生機，令您美不思歸。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中式合菜(RMB50) 
宿：☆☆☆☆☆帝景國際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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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鹽田船民生活、東安島魚排）—(約73公里/約1小時)寧德（三都澳（快艇）） 
▲早上08:00集合出發 

08:40抵達—【東安島(遊覽時間:約1.5小時)】 
拍攝“海上威尼斯”海上漁村。擁有海上威尼斯美譽的東安漁排，距城關約30公里，改乘漁船約10分鐘至東
安島上拍攝，這裡由數十萬個箱網和數百個小木屋組成海上漁排，儼然是一座漂浮在海面上的城鎮，是霞浦
漁排最集中的所在。 

11:40抵達—【鹽田(遊覽時間:約1小時)】 
拍攝富有濃郁人文氣息的“海上吉普賽”連家船民生活。連家船色彩斑斕，幾代人靠打魚、拾貝為生，長年
居住在簡陋的小船內，過著艱辛的海上漂泊生活，這樣的一個群體，被人們稱為連家船民。或者到埕塢拍攝
海帶養殖、收成和晾曬的場景。 

▲12:40 用午餐 

15:00抵達—【三都澳(遊覽時間:約2.5小時)】 
又名三沙灣、寧德港，位於福建省寧德市東南部，為中國1.84萬公里黃金海岸線的中點。距寧德市區30公里，
為閩東沿海的“出入門戶，五邑咽喉”，是世界級天然深水良港。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寧德風味(RMB50) 
宿：★★★★山水大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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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德—(約150公里/約2小時)福州（馬尾船政博物館、羅星塔公園、三坊七巷（南後街）、林則
徐紀念館、西湖公園） 
▲早上08:30集合出發 

10:00抵達—【馬尾船政博物館(遊覽時間:約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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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為中國首個以
船政為主題的博物館。 

【羅星塔公園】 
位於福州市閩江下游三水合匯處的羅星山，山頂屹立一塔，砥柱海天，羅星塔始建於南宋，塔下是羅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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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用午餐 

14:00抵達—【三坊七巷（南後街）(遊覽時間:約2小時)】 
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之一，被譽為明清建築博物館、城市裏坊制度的活化石，濃縮了福州的歷史。向西三
片稱坊，向東七條稱巷，自北而南依次為：“三坊”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七巷”楊橋巷、郎官巷、
安民巷、黃巷、塔巷、宮巷、吉庇巷。 

【林則徐紀念館】 
又稱“林則徐祠堂”，位於福州市南後街澳門路。館址原為林則徐專祠，創建於清光緒31年(西元1905年)，
內有儀門廳、禦碑亭、樹德堂、南北花廳、曲尺樓、竹柏軒等頗具江南園林風格的建築。 

16:20抵達—【西湖公園(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至今有1700多年的歷史，是福州迄今為止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園林，被稱為“福建園林明珠”，以旖旎的
自然風光，盡顯其恬靜而秀麗。 

▲17:30 用晚餐 

▲18:3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福州魚丸(RMB50)／晚餐：佛跳牆(RMB50) 
宿：☆☆☆☆☆豪柏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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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約120公里/約1.5小時)湄洲（媽祖廟（渡輪+電瓶車）、賢良港媽祖出生地）—(約120公里

/約1.5小時)泉州（洛陽橋、塗門商業街） 
▲早上08:00集合出發 

10:00抵達—【媽祖廟(遊覽時間:約2小時)】 
建於宋雍熙四年(987年)，是世界上26個國家和地區千餘座媽祖廟的祖廟，媽祖名林默娘，是北宋時湄洲島的
民女，據說她出生的時候，遍地生香，瑞光四射，她終生行善濟人，引導鄉人避凶趨吉，後來她為了救護船
隻遇到風暴的父親而遇難，百姓感念她的美德，尊她為海上女神，立廟祭祀。 

▲12:00用午餐 

14:30抵達—【賢良港(遊覽時間:約1小時)】 
是海上女神媽祖的誕生地，媽祖羽化後，鄉人建祠紀念，祖祠始建於宋代，今祠內保存有宋代媽祖寶像，清
乾隆石刻碑記及附近的媽祖故居、受符井、八封井、連礎面柱等宋代文物，據敕封天后志載：「世傳祠內寶
像，系異人妝塑，各處供奉之偈，皆不能及」。因祠內前殿供奉媽祖寶像，額稱天后祠，後殿供奉聖父母及
其先代牌位，額稱林氏祖祠，故尊稱為天后祖祠。 

17:30抵達—【洛陽橋】 
原名叫做“萬安橋”。是北宋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橋工程。從皇祐五年(西元1053年)至嘉祐四年(西元1059
年)，前後曆七年之久，耗銀一千四百萬兩，建成了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橋。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歷史。 

▲18:00 用晚餐 

▲19:00前往酒店 

從酒店步行約2分鐘—【塗門商業街(遊覽時間:自由活動)】 
又叫「土門街」，因傳儲存、輸送建造東西塔土石方而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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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媽祖麵(RMB50)／晚餐：閩南風味(RMB50) 
宿：★★★★華僑大廈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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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開元寺、東西塔、閩臺緣博物館、泉州天后宮）—(約80公里/約1.5小時)廈門（集美學
村、龍舟池、歸來堂、曾厝垵文藝漁村）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8:50 抵達—【開元寺–東西塔(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建於唐武則天垂拱二年原名蓮花寺，西元 686 年至今已有 1300 多年的悠久歷史。開元寺的大雄寶殿有 86 根
大石。唐開元年間改為開元寺，寺內大雄寶殿是全寺的主體建築，全殿有近百根石柱，又名百柱殿。 

10:40 抵達—【閔臺緣博物館(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反映福與臺灣歷史關係的國家級專題博物館。位於福建省泉州市西湖北側，江澤民為閩台緣博物館題寫館
名。博物館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和服務等功能為一體，是中宣部直接授予的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團中央授予的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 

▲12:00用午餐 

13:20 抵達—【泉州天后宮(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位於泉州市區南門天後路一號，泉州是海外貿易最高峰–宋元時期的最大港口，媽祖因被引進至海外交通貿
易繁盛的泉州港，成為泉州海神，並因漕運及海外交通的發展，成為全國性海神並遠播海外。 

16:00抵達—【集美學村(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集美學校校歌》中唱到：閩海之濱有我集美鄉，山明兮水秀，勝地冠南疆。天然位置，惟序與黌，英才樂
育，蔚為國光…光陰荏苒，歷經了近百年的風霜的學村在今日依然以其無與倫比的魅力、高雅壯麗的雄姿聳
峙在我國的東南海疆，繼續傳承陳嘉庚先生的教育理想，發揮其文化教育重鎮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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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舟池】 
位於集美鼇園路南側與龍船路之間的海邊。陳嘉庚先生於 1950 年在廈門海灘上築堤圍墾外、中、內三池。
外池俗稱“龍舟池”也就是現在的廈門集美龍舟池米。池畔四周建有數座仿古建築的琉璃瓦頂樓臺、廊廡和
亭榭，以北岸居中的“南輝”亭為主觀景台和指揮台，建築為廊廡式，兩端連以雙層八角亭攢尖頂，中為二
層樓重簷歇山頂，均為琉璃瓦屋面。 

【歸來堂】 
建於 1962 年，陳嘉庚先生故居，是一座別具風格的單層建築。取白石砌牆，綠瓦蓋頂，具有閩南特色的代
表性建築。 

17:00 抵達—【曾厝垵文藝漁村(遊覽時間:約 2 小時)】 
中國最文藝漁村，為“曾厝垵文創村”的簡稱。位於廈門島東南部，有兔耳嶺之草，太姥山之石，火山島之
礁，自然人文為一體。至今已有八百多年歷史。作為景區的曾厝垵文創村只占 0.33 平方公里。 

▲19:00 用晚餐 

▲20:00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泉州小吃(RMB50)／晚餐：中式合菜(RMB50) 
宿：☆☆☆☆☆翔鷺國際大酒店或成旅晶贊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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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鼓浪嶼、菽莊花園、鋼琴博物館、島上漫步萬國建築博覽（含單程電瓶車）、南普
陀寺、環島海濱路、五緣灣濕地公園） 
▲早上08:30集合出發 

09:00 抵達—【鼓浪嶼(遊覽時間:約 3 小時)】 
鼓浪嶼曾被中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中國最美的城區」第一名。島上崗巒起伏濃林茂密，四邊臨海，沙灘、
奇石自然景觀如畫，又因為不允許機動車輛上島，環境特別清幽，素以海上花園、鋼琴之島的美稱享譽中外。 

【萬國建築博覽】 
不是一棟建築的名字，而是鼓浪嶼島上各種中西合璧的建築。這些建築群被統稱為萬國建築博覽，是鼓浪嶼
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精萃景觀。 

【菽莊花園】 
位於鼓浪嶼島南部，面向大海，背倚日光岩，原是地方名紳林爾嘉的私人別墅，園主人以他的字“叔臧”的
諧音命名花園。菽莊花園利用天然地形巧妙佈局，全園分為藏海園和補山園兩大部分，各景錯落有序，園在
海上，海在園中，既有江南庭院的精巧雅致，又有海鷗飛翔的雄渾壯觀，動靜對比，相得益彰。 

【鋼琴博物館】 
總面積近 1000 平方米，是目前中國惟一專門展示各國名古鋼琴的專業博物館。館內鋼琴皆為原籍鼓浪嶼現
旅居澳大利亞的鋼琴收藏家胡友義所捐贈，包括胡先生畢生珍藏的近百台名貴鋼琴和 60 多盞古鋼琴臺燈。
其中有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士坦威”鋼琴和奧地利“博森多福”鋼琴；有名貴的鎦金鋼琴；有時間最早
的四角鋼琴和最大的立式鋼琴；有最古老的手搖鋼琴等。 

▲12:30用午餐 

14:00 抵達—【南普陀寺(遊覽時間:約 1.5 小時)】 
有千年古刹之稱，位於五老峰山下，比鄰廈門大學。它始建於唐代，為閩南著名古剎之一，因奉祀觀音為主，
又在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浙江普陀山之南，故稱南普陀。 

16:00 抵達—【環島海濱路(遊覽時間:約半小時)】 
沿途會經過大海、沙灘、彩色路面、青草、綠樹，構成了一條美麗的海濱走廊。優美的南國風光，使人心曠
神怡，站在一國兩制，統一祖國的大字面前，大小金門諸島近在咫尺，讓人頓生祖國統一之悠思。遊客漫步
其上，一邊領略藍天碧海的壯美，一邊瀏覽小島的自然景色。 

17:00 抵達—【五緣灣濕地公園(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是廈門五緣灣片區帶動項目之一，是廈門最大的公園，也是最大的濕地生態園區，被稱為是廈門的城市綠肺。
每年的 3 月，大批的白鷺會在此築巢，繁殖，也是候鳥南北遷徙的重要驛站。按照功能規劃，公園設有濕地
生態自然保護區、紅樹林植物區、鳥類觀賞島、環湖休閒運動區。 

▲18:00 用晚餐 

▲19:00 前往酒店             餐食：早餐：酒店內早餐／中餐：中式合菜(RMB50)／晚餐：海鮮風味(RMB50) 
宿：☆☆☆☆☆翔鷺國際大酒店或成旅晶贊酒店或同級 

15 
廈門  桃園 暫定MF887  08:45/10:25 或 AE992  11:40/13:30 (※或以當天可抵台灣之航班為主) 

▲早上06:00或09:00集合出發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結束此次難忘的中
國福建省精全覽之旅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餐食：早餐 O：酒店內早餐  

宿：★★★★★★溫暖的家 

行程至此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以上行程景點安排順序與標示時間(用餐、景點停留等)僅供參考，依實際情況調整，以導遊現場安排為主 

行程如有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7/7   2020/01/14 

 

備註： 
01.未獲正式評級的酒店，本公司以準 X星級標示，以便客人參考。飯店如有變更以同級為主。 
02.行程內之任何景點，如遇到特殊原因下關閉或休息，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以上行程景點若

不參加視同放棄，不予退費。行程內之門票計價方式：為求降低團費成本，已先行將優惠票
種（如老人、小孩、殘障…等）與季節優惠(含免票)政策計算於成本中，而得出此最優惠售價，
故無優惠或免票票差可退回，敬請見諒！旅途期間如遇景區需收取台胞證，煩請配合出示檢
查，謝謝！ 

03.現直航航班航空公司基本都是會先以八天團為主，寶豐深度團行程一般都會超過八天，所以
本公司會盡量安排搭直航為優先，若沒有則以當天可以轉到當天可抵目的地之航班，敬請包
涵! 

04.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10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
費人民幣 5-10。 

05.房間價差：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人 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
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
需加價與無法保證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大陸尚少有 3 人房，若是加床即是加行
軍床或加床墊，且有些飯店連行軍床或床墊都沒有得加！(並且加床者費用並無減少，相當划
不來)。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若不補單人房差時則由本
公司自行配對；配對後旅途中，如果造成室友嚴重不便，而導致臨時要加房，則費用需由兩
人共同負擔。 

06.特殊餐食：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吃素者），最少請於出發前 5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
為您處理。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且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
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旅遊，
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07.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
住宿、機位、船位…等團體行程，除視同個人放棄外，恕不退其餘團費，小費亦需付足旅遊
天數，敬請見諒。 

08.以上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只供參考，如有任何調動、更改，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航班時間及出入境只供參考。因大陸飛機、火車時刻常誤點或取消，此資料僅供參考，確定
安排由當地旅行社做最後確定。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09.報名時須提交正確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護照及臺胞證號碼，並請於出發日 15天前將臺胞
證正本交予旅行社辦理簽證事宜，若因個人因素導致簽證作業延宕而産生額外費用，請自行
負擔。 

10.針對保險部分：①自民國 99年 1月 7日起，保險法第 107條修文修正草案規定，年齡未滿 15
足歲者不得投保旅遊平安險之身故保險。②外站參團（非自台灣出發）無法投保團體保險，
請自行投保，恕無退費，請參加的旅客，自行斟酌。③各項保障及理賠，悉依各保險公司保
單條款及核保規定為準，保險公司有最終核保權。 

11.為響應環保，中國很多地方酒店大多已不提供一次性用品（牙、牙刷、拖鞋、沐浴洗髮乳、衛
生紙、杯子等），敬請貴賓自備。 

12.本公司不定期依據不同銷售通路、旅展、早鳥、異業合作等等因素進行行銷及特惠活動，因此
並不保證同團旅客售價皆相同一致，端視您報名當時公告之售價及活動為主。 

13.本行程為專案機票限團去團回，不得脫隊或延回，且機票(開票作業本公司不另行通知)一經開
出，不得退票、改期。 

14.本公司為提升旅遊團員之保障權益，除依觀光局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200 萬意外險
+10 萬意外醫療費用，另額外再超額加保旅行業責任保險台幣 300 萬意外險+10 萬意外醫療
費用(含高山症)+海外緊急救援服務，讓您玩的開心又放心！(※建議可加購旅行平安保險+海
外突發疾病醫療險+海外旅行不便險+海外緊急救援服務等內容之保險，詳洽業務人員，保費
9 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