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系列】5 天 廈門《閩南風情》、泉州《海上絲路》、潮汕《尋覓美饌》 
暢遊 :  廈門(鼓浪嶼、南普陀寺、龍頭路步行街、環島路海濱風景區)；泉州(開元寺、東西塔、西街、 

麒麟清真寺、洛陽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漳州(埭美古村、華安土樓)；潮州(古城、湘子橋、開元寺、 

韓文公祠) ；汕頭(騎樓老街、開埠文化陳列館) 

 

 

 

 

 

 

 

 

 

 

 

 

 

 

 

 

 

 

 

 

閃亮推介 
福建兩大『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廈門-鼓浪嶼】有「中國最美城區」、「萬國建築博覽會」稱譽 

【華安土樓-二宜樓】被稱為「中國傳統民居建築瑰寶」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世界著名海港』泉州訪古 

【開元寺東西塔】「中國現存最高的一對千年古石塔」 

【宋朝西街】保存最完整的古街區，保留大量歷史原貌的建築 

【麒麟寺】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國創建的最古老的清真寺(外觀) 

【洛陽橋】中國第一座跨海石橋，有「古代四大名橋之一」之譽 

【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記錄泉州在中世紀「東方第一大港」歷史 

『華僑之鄉』潮州，暢遊古城尋覓街頭小吃，體驗古城深厚文化 

『百年商埠』汕頭，漫步老街，觀賞百年西洋式騎樓 

『歷史名城』漳州，探秘隱世水上古村落【埭美古村】 

細意安排 
『暖心餽贈』旅遊車上供應礦泉水，每位貴賓每天兩支 

『貼心服務』每位貴賓安排一部導賞耳機，清晰聆聽導遊講解 

地道風味 
泉州風味 泉州古厝風味 

中華名小吃味友酒家閩南小吃 廈門名店臨家閩南菜(包廂) 

華安土樓農家風味 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自助晚餐 

汕頭名店日日香飯店全鵝宴 潮州名店大牛厨火鍋(1 人 1 鍋) 

全程住宿國際品牌 5 星酒店 

 
 

 

 
 

 

 
------------------------------- 

 
 

潮州-湘子橋(廣濟橋) 泉州-開元寺東西塔 

出發日期 : 10 月 23 日起 

2019 年 

1 月開業 

連續 2 晚廈門禹洲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Wyndham Grand Plaza Royale Xiamen  

【480 尺豪華海景房】 

1 晚泉州泉商希爾頓酒店 

1 晚汕頭龍光喜來登酒店 

廈門-鼓浪嶼 

華安-大地土樓(二宜樓) 
 

Tour Code : RFJA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4%B8%8A%E7%B5%B2%E7%B6%A2%E4%B9%8B%E8%B7%AF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
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如高鐡欲改乘一等位車廂，每位客人需加收差價$360(往返程計)。如高鐡之直達列車滿座，將
安排經深圳北站或福田站轉車往返目的地。有關安排將由領隊於出發前通知，客人不能籍此要求退出或要求賠償。#以上餐單只供參考，個別菜品因季節會
有變化。                                                                                                     PHL-FL-CHI19-004-0916  

第一天 

香港 ~ 漳州/廈門(高鐵) ~ 埭美古村 ~ 泉州 

是日集合於香港高鐵西九龍站，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

乘坐高鐵(二等位)前往漳州或廈門。 

 

埭美古村 

閩南紅磚建築的典範，276 座古厝分佈得井

井有條，一條內河環抱著整條村莊，從空中

俯瞰就如一座漂浮在河上的迷宮。 

膳食 
早餐：-- 午餐：自理/高鐵上 

晚餐：泉州風味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級泉州泉商希爾頓酒店 

(Hilton Quanzhou Riverside) 或同級 

第二天 

開元寺東西雙塔 ~ 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 宋朝西街 ~ 

麒麟清真寺(外觀) ~ 洛陽橋 ~ 廈門 

開元寺 

東西塔 

福建最大的佛教建築，主建築的大雄寶殿

內有近百根石柱。寺前聳立著兩座標誌性

的石塔，東塔「鎮國塔」及西塔「仁壽塔」。 

海外交通史 

博物館 

以古代海外交通及海上絲綢之路為主題的

博物館，館內更展示 1974 年泉州出土的宋

代海船及大量文物，彌足珍貴。 

宋朝西街 
開發於宋朝，是泉州市保存最完整的古街

區，保留大量具有歷史原貌的建築 20 多處。 

麒麟清真寺 

(外觀)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院，是十大

名寺之一。寺院大部份以花崗岩疊砌而成。 

洛陽橋 

宋嘉祐四年(1059 年)建成。全橋用巨大石塊

砌成。結構堅固，造型美觀，有極高的橋

樑工程技術和藝術水準。 

晚上自費活動 夜遊中山路步行街+登海上明珠觀光塔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泉州小吃風味 

晚餐：臨家酒家閩南菜 

臨家酒家閩南菜#： 

閩南小吃拼盤 原味土豬湯  翔安姜母鴨 同安封肉 

醬汁大黑翅魚 醬汁東山小墨魚 生煎山地雞 

泉州蚵仔煎 櫻花蝦海帶苗煲  蝦湯煮腐竹 蘿蔔悶飯 

天岩山蔬菜清炒 綠豆榚配花生湯  百果園水果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級禹洲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Wyndham Grand Plaza Royale) 

【豪華海景房】 或同級 

第三天 

南普陀寺 ~ 環島路海濱景區 ~ 鼓浪嶼(乘船往返) ~  

龍頭路步行街 

南普陀寺 
建於唐末期，擁有千年歷史的佛教寺廟，

供奉著觀世菩薩。寺內的佛像工藝精絕。 

環島路 

海濱景區 

集旅遊、休閒娛樂為一體的海濱長廊，更

是國際馬拉松的主賽道。 

鼓浪嶼 

島上保留許多中外風格建築，包括中國廟

宇、日本屋舍及歐陸教堂、別墅等，故有

「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外觀八卦樓、

滙豐公館、八角樓、原美國領事館等建築。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午餐：味友酒家閩南小

吃晚餐：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自助晚餐 

味友酒家閩南小吃#： 

精美三小碟 火筍凍拼章魚 味友鴨面線  海蠣煎 

香酥軟殼蝦 麻油燜土雞 仙景芋頭   五香拼醋排 

蝦滑紫菜烙 廈門沙茶味 蝦姑芥菜煲  薄餅(春捲) 

白灼芥蘭  鵝肉燜米血 水果拼盤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級禹洲溫德姆至尊豪廷酒店 

(Wyndham Grand Plaza Royale) 

【豪華海景房】 或同級 

第四天 

廈門 ~ 華安大地土樓(二宜樓，東陽樓，南陽樓) ~ 漳州 ~ 

汕頭(高鐵) ~ 開埠文化陳列館 

華安大地 

土樓 

主要由二宜樓、南陽樓及東陽樓所組成。

方圓大同的土樓依山而建，格局處處體現

「天人合一」，是中國建築的一大奇跡。 

汕頭開埠 

文化陳列館 

三層高的歐陸式建築，展示廳陳列著各式

文物，訴說著汕頭開埠的歷史及故事。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土樓農家風味 

晚餐：汕頭名店日日香飯店全鵝宴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級龍光喜來登酒店 

(Sheraton Shantou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騎樓老街 ~ 汕頭 ~ 潮州 ~ 潮州古城 ~ 湘子橋(登橋) ~  

開元寺 ~ 韓文公祠 ~ 潮汕 ~ 香港(高鐵) 

騎樓老街 

保留著完整的騎樓建築群， 集中了極具歷

史和藝術價值，並反映了汕頭的商貿、風

貌特色及民俗風情。 

潮州古城 
是歷史文化名城，有小紫禁城之稱。乘坐

環保車前往七城門樓之首~廣濟門。 

湘子橋 

位於廣濟門前，集樑橋、拱橋、浮橋於一

體，中間以浮舟作連結，是中國四大古橋

之一。 

開元寺 
建於唐代，為粵東地區第一古剎，有「百

萬人家福地，三千世界叢林」之美譽。 

韓文公祠 建於南宋，以紀念唐代文學家韓愈而建。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潮州名店大牛厨牛肉火鍋(1 人 1 鍋) 

晚餐：自理/高鐵上 

於指定時間前往車站，乘坐高鐵(二等位)返回香港。同日抵

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