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出發日期】週五出發 

   【參考航班】※航空時間若有調整，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精華景點安排                                                                    

★體驗中國最美高鐵之旅★ 

★全程入住當地豪華飯店★ 

 
 

 

【九曲溪竹筏漂流】由九曲碼頭搭乘古樸 

(竹筏)沿九曲溪而下，蜿蜒盤折、千峰競秀、 

萬壑爭妍，親自體會一下《倒影侵寒綠》之美，

沿溪欣賞36峰99岩108景，俗稱《三三秀水清

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詩情畫意、美不勝

收，尤其二曲溪畔的《玉女峰》，猶如出水芙

蓉，秀麗動人，引人無限遐思。 

 

 

 

 

【天遊峰景區】天遊峰為福建省武夷山

第一勝地，位於武夷山景區中部的五曲

隱屏峰後九曲溪北，景區中心海拔 

408.8 米。東接仙遊岩，西連仙掌峰，

壁立萬仞，高聳群峰之上。每當雨後乍

晴，晨曦初露之時，白茫茫的煙雲，彌

山漫穀，風吹雲蕩，起伏不定，猶如大

海的波濤，洶湧澎湃。登峰巔，望雲

海，變幻莫測，宛如置身於蓬萊仙境，

遨遊於天宮瓊閣，故名天遊，為武夷第

一險峰。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遠東航空 

FE069 松山 金門 11:50 12:50 

FE070 金門 松山 13:30 14:30 

FE1055 台中 金門 13:00 14:00 

FE1056 金門 台中 14:35 15:35 

FE095 高雄 金門 13:30 14:20 

FE096 金門 高雄 15:00 15:50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大紅袍水簾洞】水濂洞是武夷山風景區 

最大的岩洞，是水準岩層中較軟岩層受流 

水侵蝕凹陷而成，故不同於石灰岩溶洞， 

洞內比較寬敞，可容千人，洞頂有泉下落， 

形成高達 80 米的瀑布，水大如水管湧出 

洶湧澎湃，水小如白色玉帶隨風漂灑，古人 

讚「赤壁千尋晴疑雨，明珠萬顆畫垂簾」 

被譽為「山中最佳之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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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鼓浪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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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漲潮水湧，浪擊礁石，聲似

擂鼓而得名。鼓浪嶼街道短小，縱橫交

錯，是廈門最大的一個嶼。代表景點

有：萬國建築博覽群、鋼琴碼頭、龍頭

路商業街等。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五星住宿安排                                                                   

 
  

廈門翔鷺國際大酒店 Xianglu Grand Hotel 

廈門翔鷺國際大酒店位於廈門市湖里區中心地帶， 

附設 4 間餐飲場所和免費停車場，並於客房內提 

供免費網路。客房空間寬敞，配備現代家具，設有 

空調、迷你吧、沏茶／泡咖啡設備和平面有線電視。 

館內設有健身中心和室內游泳池。美容院可提供按 

摩服務和護膚療程。觀光旅遊櫃檯可協助安排旅遊 

行程。 

 
 

 

 
廈門日東花園酒店 Ri Dong Garden Hotel 

  廈門日東花園酒店為商務和休閒旅遊遊客而設計，  

  位於得天獨厚的集美區地區，是本市最受歡迎的飯 

  店之一。 這家飯店離機場不遠，交通方便。 由於 

  靠近海倉大橋, 廈門高崎國際機場, 湖里公園等景 

  點。酒店幽雅舒適的環境，先進完善的設施以及熱 

  忱周到的服務，融合閩南地域文化、環境植被文 

  化，營造品味生活，為您精心打造遠離都市喧囂的

“世外桃源”。 
 

 

 
 

 武夷山香馨大酒店 Xiang Xin Hotel  

 武夷山香馨大酒店位於武夷山國家旅遊度假區，    

 交通便利，環境優美，開窗望景，空氣清新。擁 

 有各類客房等，配有中西餐廳、酒吧、卡OK、美 

 容廳、健身房、棋牌室等，並有設備高檔的大、 

 中、小會議室供不同團隊選擇。極富文化品味的 

 裝修風格使酒店書香洋溢，更有香馨主人多年收 

 藏的名家字畫滿堂，吟哦著這山水的詩情畫意。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每日行程安排                                                                 
 

第一天  台灣(台北/台中/高雄)金門 廈門 
 

今天集合於機場，由專人為您辦理登機手續，隨即搭乘客機，搭機飛往-金門。隨即乘航班前往廈門參

觀廈門最美的一條五彩情人路之稱的【七彩環島路】環島路依海而築，路面平曲線隨海岸線延展，臨

海見海，綠化帶、沙灘、海景充分展示；感受陽光，藍天，大海，沙灘組合為一體的迷人風光。后入

住酒店。 

 

 

 
 

第二天 武夷山【武夷山主景區（天游峰、一線天、云窩）、武夷山觀光小火車、 

       九曲溪竹筏漂流（20 元/人自理）】

      早餐後高鐵前往武夷山（9:00 左右）乘觀光小火車遊覽【天遊峰景區】天遊峰為福建省武夷山第一勝地，  

位於武夷山景區中部的五曲隱屏峰後九曲溪北，景區中心海拔 408.8 米。東接仙遊岩，西連仙掌峰， 

壁立萬仞，高聳群峰之上。每當雨後乍晴，晨曦初露之時，白茫茫的煙雲，彌山漫穀，風吹雲蕩，起伏 

不定，猶如大海的波濤，洶湧澎湃。登峰巔，望雲海，變幻莫測，宛如置身於蓬萊仙境，遨遊於天宮瓊閣， 

故名天遊，為武夷第一險峰。【一線天風景區】武夷山最奇特的岩洞一線天，還有號稱中國第一長的岩 

洞—樓閣岩，巨大的岩壁上佈滿大大小小數百個洞穴，狀

如閣樓上的門窗，當地人稱其為神仙樓閣，洞中有世上

罕見的哺乳動物白蝙蝠，洞旁有竹中奇珍—四方竹，以

洞天奇觀而聞名遐邇。【雲窩】雲窩位於接筍峰西壁岩

下，周圍環繞著響聲岩、丹爐岩、仙跡岩、天柱峰、更

衣臺、蒼屏峰。這裏巨石倚立，背岩臨水，地處武夷山

風景區精華地帶，為武夷首勝之區。自理【九曲溪竹筏

漂流】由九曲碼頭搭乘古樸(竹筏)沿九曲溪而下，蜿蜒

盤折、千峰競秀、萬壑爭妍，親自體會一下《倒影侵寒

綠》之美，沿溪欣賞36 峰 99 岩108 景，俗稱《三三秀

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詩情畫意、美不勝收，尤其二曲溪畔的《玉女峰》，猶如出水芙蓉，秀麗動

人，引人無限遐思。 

 

 

 

 

 

早餐：貴賓自理 午餐：貴賓自理 晚餐：廈門風味40 

住宿：廈門日東花園酒店或翔鷺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高鐵自理 晚餐：文宮宴 RMB40 

住宿：武夷山香馨大酒店或同級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第三天 武夷山【大紅袍景區（水簾洞、三花峰）、武夷農家】→ 廈門

     早餐後參觀【大紅袍水簾洞】水濂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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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同於石灰岩溶洞，洞內比較寬敞，可容千人，洞頂有泉下落，形成高達 80 米的瀑布， 

     水大如水管湧出洶湧澎湃，水小如白色玉帶隨風漂灑，古人讚「赤壁千尋晴疑雨，明珠萬顆畫垂簾」被 

譽為「山中最佳之景」。【三花峰】三花峰是武夷山九十九名岩之一，位於九龍窠峽谷南面。三岩聳

秀，下合上離，宛若盛開的三朵鮮花，倩姿亭亭，參天玉立，因而得名。岩上苔蘚斑駁，石色蒼然；岩

頂小樹青藤繁鬱滋長。登峰眺望，天心永樂禪寺即在眼前。后參觀【武夷農家】品嘗特色美食。適時乘

動車（18:00 左右）前往廈門。

 

     

     第四天 廈門【鼓浪嶼（萬國建築群、鋼琴碼頭、港仔后沙灘）、南普陀、外觀廈門大學    

          外觀世貿雙子塔】 

早餐後郵輪中心碼頭乘船前往【鼓浪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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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漲潮水湧，浪擊礁石，聲似擂鼓而得名。鼓浪嶼街 

道短小，縱橫交錯，是廈門最大的一個嶼。代表景點有：萬國建築博覽群、鋼琴碼頭、龍頭路商業街等。 

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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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廈門大學樓群】學校占地約 2500 多畝，一邊是 

南普陀寺，一邊是海濱與胡裏山炮臺，被譽為中國最美的大學校園之一。外觀【世貿雙子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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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閩北風味 RMB40 晚餐：中式便當 

住宿：廈門日東花園酒店或翔鷺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閩南風味 RMB40 晚餐：廈門海鮮 RMB40 

住宿：廈門日東花園酒店或翔鷺國際大酒店或同級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第五天 廈門【廈門市區觀光、自貿區乳膠】金門台灣(台北/台中/高雄)

            早餐後遊覽廈門市區，參觀【廈門自貿區乳膠土產店】體驗乳膠企業的文化與發展。而後前往 

碼頭搭乘豪華客輪抵達金門【特產巡禮】貢糖、麵線、一條根。后行程結束返回台灣。 
 

 

    

 

    團費說明                                                                 

           自費項目：武夷山印象大紅袍：238RMB+20RMB 導覽車（自願參加） 

                               廈門老院子民俗風情園+閩南傳奇秀：1600NT （自願參加） 

           包含項目：機場稅.安檢費.履約責任險.燃油稅 

           不含項目：臺胞證、機場接送、單房差、(領隊+導遊+司機 小費每天 NT 200)** 

 

     注意事項                                                                 

           1.行程內容因國際或國內班機變動而有所調整。  

           2.若遇不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保留變更行程之權利。 

           3.行程內容順序以當地旅行社所安排為主。 

           4.原定參考行程飯店、航班，如遇飛機、氣候或其他非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公司有權保留行程之變更，   

              及更換同級旅館之權，以使團體順利為原則。 

           5.因綠色環保各地酒店取消一次性用品，請自行攜帶牙膏、牙刷及洗漱用品。 

           6.以上報價已分攤 60 歲以上的老人及孩童優惠門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 

           7.為維護旅客當地安全與旅遊權益，本行程全程不得脫隊或擅自離隊，如旅客脫隊或離隊者， 

              則視同終止旅遊契約。 

           8.前往大陸地區，行動電源有清楚明顯標示 30000 mAh 以下，可放隨身行李攜帶，若超過中國海關一 

              律沒收。若您的行動電源無詳細的標示 mAh 容量，請攜帶商品說明書或包裝盒說明，否則海關將視 

              同於超過 30000 mAh，予以沒收！ 

           9.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條規定：車輛行駛時，駕駛人、乘坐人員應當按 

              規定全程使用安全帶，請務必提醒注意。 

          10. 自 2007 年 3 月起,旅客隨身手提行李,攜帶液體.膠類.噴霧罐..每個容器不得超過 100cc(100g), 

                (P.S 建議:液態.膏狀物品或剪刀或尖銳物品, 若有攜帶,請勿放在隨身行李,請放至在拖運行李內) 

          11. 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                    

                針對此現象提出說明如下： 

           A. 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故會依酒店建立時規格稱為【準 5 或準 4】酒店。 

           B. 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稱為【準 5 或準 4】酒店。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金門風味 RMB40 晚餐：貴賓自理 

住宿：溫暖的家 



 

【北中南出發】金門廈門+武夷山雙飛雙動車５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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