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購物．無自費〕北高直航、永定土樓、同安影視城、鼓浪嶼 5日遊 

【行程特色】 

 搭乘華信航空直航跨越海峽兩岸，讓您擁有舒適旅程 

 全程入住五星飯店：一晚國際五星(湖豪生 OR日航)+一晚客家土樓王子飯店+一晚

靈玲國際大酒店 OR翔鷺國際大酒店 

 全程貼心安排美食之旅：觀音寺素食自助餐+客家鴻運大盆菜+蝦兵蟹將海鮮大咖

餐+鼓浪嶼·中山路風味小吃自理 

 世界文化遺產：永定客家土樓群+海上花園鼓浪嶼 

 體驗中國大陸唯一跨越海上的觀景地鐵 

 千年古城蘇頌故居-同安影視城、梵天寺 

 觀賞精彩國際馬戲城表演秀 
 

【主要景點介紹】 

★鼓浪嶼-位於廈門西南方的一座小島嶼，是集歷史人文、建築景觀及音樂藝術的著名島



嶼，因此擁有「海上花園」、「鋼琴之島」、「音樂島」及「萬國建築博覽會」等美稱。 

 

 

 

 

 

 

 

 

 

 

 

 

 

 



 

★高北土樓-高北土樓群由承啟樓、五雲樓、世澤樓、僑福樓組成，為江氏家族聚居地。 

 

★同安影視城-以"天安門"、"太和殿"、"養心殿"、"南城門"、"長廊"、"明清街"等頗為壯

觀的六大仿古建築為主體，以十足的老北京風情成為遊客朋友旅遊娛樂、拍片攝影、休閒度

假的好地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F%E5%90%AF%E6%A5%BC/59444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4%BA%91%E6%A5%BC/9994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6%B3%BD%E6%A5%BC/24556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A8%E7%A6%8F%E6%A5%BC/8087757
https://zh.meet99.com/jingdian-tonganyingshicheng-17352.html
https://zh.meet99.com/jingdian-tonganyingshicheng-17353.html
https://zh.meet99.com/jingdian-tonganyingshicheng-17358.html
https://zh.meet99.com/jingdian-tonganyingshicheng-17355.html


 

★園博苑-以廣闊的杏林灣水域為背景，由 5 個展園島、4個生態景觀島和兩個半島組成，自

然形成多島結構、眾星拱月的園在水上、水在園中的景觀特點。 

★南普陀寺-因其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

“南普陀寺”，為閩南佛教勝地之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4%B8%96%E9%9F%B3%E8%8F%A9%E8%90%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E%E9%99%80%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BD%E5%8D%97


【五星住宿安排】 

《廈門靈玲國際大酒店》是由廈門靈玲演藝有限公司投資精心打造，系福建馬戲主題及會展

酒店。集國際大馬戲表演、主題酒店、動物標本博物館、靈玲動物王國、親子歡樂世界為一



體的馬戲主題樂園。 

《廈門集美湖豪生大酒店》位於廈門集美新城核心區域，緊鄰廈門三大 CBD 之一的杏林灣

商務營運中心，背靠天然氧吧集美市民公園，廈門市圖書館、誠毅科技館、嘉庚藝術中心、

園林博覽苑等文教景點均近在咫尺。 



《客家土樓王子大酒店》位於永定土樓各景區的核心地段，是龍岩市永定縣重點打造的集工

務、商務、度假、土樓便捷旅遊為一體的綜合型大酒店，獨具特色的「仿土樓建築風格」與

美麗的永定土樓文化融為一體。 



【參考航班】※航班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桃園出發** 

航空公司 出發地/抵達地 航班代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華信航空 桃園 TPE-廈門 XMN AE991 08:45 10:30 

華信航空 廈門 XMN-桃園 TPE AE992 11:40 13:30 

**高雄出發** 

航空公司 出發地/抵達地 航班代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華信航空 高雄 KHH-廈門 XMN AE967 07:30 09:00 

華信航空 廈門 XMN-高雄 KHH AE968 10:05 12:00 

 

【每日行程安排】 

第一天 台灣廈門【山海健康空中步道】永定【高北土樓群（承啟樓）、土樓夜遊

「BBQ+K歌+啤酒無限量暢飲」】 



【土樓夜遊】BBQ+K歌+啤酒無限量暢飲！ 

 

第二天 永定廈門【同安博物館(蘇頌故居)、同安影視城、梵天古寺】 

【梵天古寺】梵天寺位於大輪山南麓。為福建省最早佛教寺廟之一，與福州鼓山湧泉寺、莆田廣化

寺、泉州開元寺、漳州南山寺連為福建沿海一線的名寺。在廈門與南普陀寺同為廈門著名的佛寺，

同安梵天禪寺創建於隋代開皇元年（西元 581年），比廈門南普陀寺早 300多年，比泉州開元寺早

100多年，乃八閩最古老的寺廟之一，其原名興教寺，有庵七十二所。宋熙寧二年（1069年）合為

一區，賜名“梵天禪寺”。“大輪梵天”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被列入“廈門二十名景”。 

【山海健康空中步道】廈門山海健康步道全長約 23公里，起於郵輪碼頭，終於觀音山夢幻沙灘，沿

線串聯筼筜湖、狐尾山、仙嶽山、園山、薛嶺山、虎頭山、金山、湖邊水庫、五緣灣、虎仔山、觀

音山等島內的“八山三水”。健康步道串聯起廈門島中北部重要生態節點，形成貫穿本島東西方向

的山海步行通廊。步道於 2020年元旦正式開放。 

【高北土樓群】高北土樓群由承啟樓、五雲樓、世澤樓、僑福樓組成，為江氏家族聚居地。其中由

四環同心環形建築組合而成的承啟樓坐落在該土樓群的核心位置，東為方形土樓世澤樓、五雲樓，

西鄰圓形土樓僑福樓。高北土樓群的五雲樓建於明朝永樂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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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啟樓，在高頭鄉高北村，4環，外環 4層，全樓按易經

八卦佈局。日本建築專家稱之為“家族之城”。是高頭江姓第十五世祖江集成（1635年－1719年）

所建，花了 81年時間，於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建成。修建承啟樓期間，在建樓夯牆時，天

公作美，都是理想的好天氣，為感謝老天幫忙， 當地人又把它叫做“天助樓”。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觀音寺素食自助餐 50 晚餐：觀音寺素食自助餐 50 

住宿：永定客家土樓王子大酒店或同級 

【同安博物館(蘇頌故居)】蘇頌故居引位於廈門同安區大同鎮城區西北隅葫蘆山南麓。是蘇頌高祖

左屯衛將軍蘇光誨始建於五代後晉開運年間（944—946）的府第 ，子孫世居。宋天禧四年（1020）

蘇頌誕生於此，10歲隨父入都，其子蘇攜於宋靖康年間（1126—1127）歸居於此。南宋至元期間府

第改建成蘇氏祠堂，其後多有廢興。清末重建。解放後作為小學校舍。1988年同安政府重修蘇氏祠

堂，並於後進原址重建蘇頌祠堂。蘇頌故居亦稱“蘆山堂”。在同安縣城西北隅永豐鄉，背倚葫蘆

山，門臨洗墨池，占地面積 1700平方米。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蘇頌高祖定居蘆山堂，“蘆山”遂成

為入閩蘇氏的“燈號”。臺灣、香港、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的蘇氏“蘆山”後裔

都源於此。現存建築於民國元年(1912年)重建，為三進雙護厝府第，面積 750平方米，大門威鎮 2

只青石獅，堂中有高 1.73米的蘇頌全身脫胎坐像、蘇氏族譜和蘇氏派裔的八大名人畫像。 

【同安影視城】位于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的东溪河西岸，是集影视、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

型综合性旅游区，被评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1998年，同安 

影视城落成，占地面积 1000亩，第一期占地 180亩，距厦门市 35公里。同安影视城是一座仿北京

紫禁城建造的宫殿，是以天安门、太和殿、养心殿为主的古建筑群体。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同安古城風味 40 晚餐：集美風味 

住宿：廈門湖豪生大酒店或日航大酒店或同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BD%AE%E5%B1%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7%9E/1653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8C%96%E5%AF%BA/53488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5%8C%96%E5%AF%BA/53488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5%85%83%E5%AF%BA/2253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B1%B1%E5%AF%BA/39463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2123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99%AE%E9%99%80%E5%AF%BA/11801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9%97%BD/6193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4%E6%95%99%E5%AF%BA/35248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2%B5%E5%A4%A9%E7%A6%85%E5%AF%BA/8500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2%E9%9F%B3%E5%B1%B1/2242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D%BC%E7%AD%9C%E6%B9%96/7534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99%E5%B2%B3%E5%B1%B1/138582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9%96%E8%BE%B9%E6%B0%B4%E5%BA%93/127282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7%BC%98%E6%B9%BE/81371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E5%B2%9B/56302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F%E5%90%AF%E6%A5%BC/59444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4%BA%91%E6%A5%BC/9994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6%B3%BD%E6%A5%BC/24556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A8%E7%A6%8F%E6%A5%BC/80877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7%86%99/192557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9%A2%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C%E5%AE%89%E5%8C%BA/25412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0%8C%E9%95%87/80510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9%A2%82/19648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9%A2%82/19648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6%B0%8F%E7%A5%A0%E5%A0%82/39726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6%B0%8F%E7%A5%A0%E5%A0%82/39726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6%B0%8F%E7%A5%A0%E5%A0%82/39726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9%A2%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B6AA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第三天 廈門【鼓浪嶼（萬國建築：各國領事館、教堂、鋼琴碼頭-保證半日遊）、動

物世界+靈玲國際馬戲城表演秀、參觀自貿區乳膠土產店】 

【自貿區乳膠土產店】自 19世紀 20年代由天然膠乳直接製成膠乳製品以來，膠乳製品的生產已發

展成為橡膠工業的一個重要部分。80年代世界橡膠膠乳耗用量約占橡膠總耗量的 10%左右。進入廈

門自貿區帶您學習了解乳膠產業的形成與發展！ 

 

第四天 廈門【世界園林博覽園（民族風景園區+風景園林景區）、體驗中國第一條跨

海觀景地鐵（園博園站-中山路站）、中山路觀光步行街、南普陀寺、廈門大學外觀+

外觀雙子塔大廈】 

【鼓浪嶼】原名“圓沙洲”，別名“圓洲仔”，南宋時期命“五龍嶼”，明朝改稱“鼓浪嶼”。因

島西南方海灘上有一塊兩米多高、中有洞穴的礁石，每當漲潮水湧，浪擊礁石，聲似擂鼓，人們稱

“鼓浪石”，鼓浪嶼因此而得名。鼓浪嶼街道短小，縱橫交錯，是廈門最大的一個嶼，與廈門島上

的廈門世茂海峽大廈、廈門大學等隔海相望。鼓浪嶼全島的綠地覆蓋率超過 40%，植物種群豐富，

各種喬木、灌木、藤木、地被植物共 90餘科，1000餘種。代表景點有：萬國建築博覽區+各國領事

館+教堂、鋼琴碼頭。 

【廈門靈玲國際馬戲城+動物世界】廈門靈玲國際馬戲城是世界首家、全球最大國際馬戲旅遊綜合

體，福建省、廈門市重點專案，位於集美新城杏錦路，是以馬戲為主題，融國際馬戲演出、馬戲博

覽，集旅遊觀光、休閒娛樂、文化教育於一體的一站式大型馬戲樂園旅遊度假區。馬戲城占地 350

畝，總投資超過 10億元人民幣，主要由四大板塊組成：世界最大國際馬戲大劇院、超五星級馬戲主

題酒店、馬戲魔術演藝一條街及自然標本博物館。廈門靈玲國際馬戲城是目前全球規格最高、專案

配套最全、規模最大的專業馬戲城，面向全世界採購最頂尖、最優秀的馬戲節目，以馬戲為載體，

融合世界多國文化特色的表演元素，以廈門為出發點向全世界展現一流的專業馬戲演出，為國內外

遊客奉獻一臺“國際馬戲文化盛宴”。更有靈玲動物王國供你與可愛動物親密交流！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鼓浪嶼小吃(敬請自理) 晚餐：蝦兵蟹將海鮮大咖餐 60 

住宿：廈門靈玲國際大酒店或翔鷺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7%84%B6%E8%83%B6%E4%B9%B3/107539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6%E4%B9%B3%E5%88%B6%E5%93%81/89879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86%E6%B2%99%E6%B4%B2/169160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86%E6%B4%B2%E4%BB%94/169189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C%93%E6%B5%AA%E7%9F%B3/55883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E5%B2%9B/56302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E4%B8%96%E8%8C%82%E6%B5%B7%E5%B3%A1%E5%A4%A7%E5%8E%A6/349636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E5%A4%A7%E5%AD%A6/192083


【外觀世貿雙子塔】廈門雙子塔系廈門標誌性城市景觀之一，廈門雙子塔是兩個獨立的塔樓並由裙

房相連，獨立塔樓外形像兩個巨大的帆船，又名雙峰大廈。2014年 06月 17日，廈門雙子塔已經封

頂的，轉入到室內外裝修施工階段。在建中的廈門新地標——“雙子塔”世茂海峽大廈，該建築高

【世界園林博覽園：民族風景園區+風景園林景區】廈門市園博苑，全稱廈門國際園林博覽苑，是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和廈門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 2007年第六屆中國（廈門）國際園林花卉博覽

會的舉辦地，位於廈門杏林灣。由原先的杏林灣中洲及附近島嶼和灣西、灣北海岸線上的部分地區

組成；開工建設時人工開鑿河道，把中洲及附近島嶼統一規劃為九個島，由 16座橋樑相互連接，形

成“水上園博園”。總面積 10.82平方千米，其中陸域面積 5.55平方千米，水域面積 5.27平方千

米，其中水域面積接近全園面積的一半，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水上大觀園。園博園以廣闊的杏林灣

水域為背景，由 5個展園島、4個生態景觀島和兩個半島組成，自然形成多島結構、眾星拱月的園

在水上、水在園中的景觀特點。 

【體育中國第一條跨海觀景地鐵-廈門地鐵一號線】是廈門地鐵第一條開通運營的線路，於 2017年

12月 31日開始試運營，代表色是橙紅色。廈門地鐵 1號線起於鎮海路站，經過思明區、湖裏區、

集美區，貫穿集美新城、廈門北站，止於岩內站，大致呈南北走向。廈門地鐵 1號線全長 30.3千

米，其中地下段 25.6千米，地面段 1.9千米，高架段 2.8千米；共設 24座車站，除集美學村站其

餘均為地下站；採用 6節 B型編組列車。而地鐵 1號線，最吸引人的，就是地鐵在跨越廈門大橋的

那一段，會從地底沖出地面，沿著海邊行駛。有人說，廈門的地鐵，穿越了一座城，跨越了一片

海，便是這樣詩意的存在。 

【中山路商業觀光步行街】中山路（英文：AmoiYatSenRoad）是廈門最老牌的商業街，人流旺，商

品多，名氣大，不論往昔還是如今，人們一提及廈門，就言必中山路，好似紐約的曼哈頓、東京的

銀座、香港的中環。到廈門，中山路是不能不去的，因為它代表了廈門的繁華，富有和時代韻律。

到這裏可享受豐富的物質世界，領略現代風采。中山路是廈門人的驕傲！中山路是廈門現已保留較

完整的展現近代歷史風貌的舊城街區，擁有小走馬路、陳化成故居、中華第一聖堂等眾多人文古

跡。南洋騎樓建築、流光溢彩的 LED夜景、琳琅滿目的各色閩臺特色小吃和迴響在小巷街坊間的古

老南音，構成其與眾不同的風格特色。中山路現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3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5

處，市級涉臺文物古跡 1處，歷史遺址、古跡 10餘處，還有南音等非物質文化遺產。2012年 6

月，廈門中山路成功榮獲“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稱號。 

【千年古剎-南普陀】位於福建省廈門市東南五老峰下，面臨碧澄海港，該寺占地面積 25.8萬平方

米，建築面積 2.1270萬平方米。始建於唐朝末年，稱為泗洲寺，宋治平年間改名為普照寺，明朝初

年，寺院荒蕪，直到清朝康熙年間才得到重建。因其供奉觀世音菩薩，與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類

似，又在普陀山以南而得名“南普陀寺”，為閩南佛教勝地之一。 

【車遊演武大橋】位於廈門市思明區，環島路海軍碼頭－廈大白城段。全長 2.2公里，由主橋體、

成功大道互通立交、演武互通立交和白城互通立交組成。橋樑建設總投資 5.6億元，於 2003年 9月

通車。在結構上採取了魚腹式梁，橢圓型墩，橋身通體漆為白色。 為了避免影響沿海景觀，橋樑照

明採取附設在橋樑護欄上的照明燈而不設燈杆。由於演武大橋低橋位段的橋面標高只有 5米，被認

為是目前世界上離海平面最近的橋樑。演武大橋建在古演武池、演武場遺址，西側隔海面對鄭成功

塑像，因此贊成用與鄭成功有關的當地地名“演武”派生命名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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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米左右，一幢作為五星級酒店和頂級寫字樓，另一幢則作為辦公樓，已在 2015年 7月初交付使

用。 

 

第五天 廈門台灣 

早餐後乘車前往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返回溫馨的家！祝您旅途愉快！ 

 

【出團備註】 
※小費-領隊導遊、司機之服務費每人每天 NTD200元，五天合計共 NTD1000/人。 

1. 本行程先已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需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2.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

點如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

以當地為主，敬請諒解。 

3. 如遇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觀光行程之權利。如有離隊放棄參觀

行程，恕不退費。 

4. 此行程因出發日不同將有價格差異,實際售價請以當團售價為主。 

5. 飛機上之座位安排為航空公司之作業，無法盡如人意，但可於飛機上與同團之其他團員協調對

換。 

6. 本行程需「團進團出」，不可延回、不得退票及延期使用。 

7. 飯店不能指定，敬請諒解！*大陸房型大部分為雙人標間(兩小床)* 

 

【報名說明】 

1. 本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行程及航班( 航空公司另有加費延回的規定除外 )。 

2. 本行程所搭乘之航班與行程內容，以說明會時行前通知之資料為準。 

3. 如遇飯店接到大型團體業務而客滿時，本公司將會以同等級飯店取代。 

4. 團體報名確認後，請繳交訂金後，才算完成報名程序；尾款請於出發 30天前繳清。 

5. 如逢旺季或客滿，航空公司要求提早開立機票，繳交尾款時間將依航空公司規定辦理，不便之

處，敬請見諒！ 

6. 如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已繳付之團體訂金依定型化旅遊契約書中之規定辦理。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廈門海鮮風味餐 40 晚餐：中山路夜市小吃(敬請自理) 

住宿：廈門靈玲國際大酒店或翔鷺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