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南风采 ●   山清水秀武夷山 7 日逍遥游
线路：厦门入境 - 永安 - 武夷山 - 厦门出境（团号：XMN）

行程亮点：
● 三大世界遗产：“万国建筑博物馆”鼓浪屿，武夷山双遗风景区，福建土楼。
● 鼓浪屿：海上花园，音乐之乡，钢琴之岛，人称“人间仙境”。
● 土楼：我国圆士楼古民居的杰出代表，堪称“天、地、人”三方结合的缩影。
● 武夷山 :“三三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构成了奇幻百出的武夷山水之胜。
● 五缘湾湿地公园：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被喻称为“厦门的城市绿肺”。
● 全程入住当地准五星豪华酒店。

特色风味：
酥炸五香卷、名店面线糊、厦门炒面线、武夷农家宴

全程豪华酒店配套：
厦    门：准 5 ☆日东花园大酒店 / 同级           Xiamen:Quasi-5 ☆ Day East Garden Hotel/same level

永    安：准 5 ☆永安万佳国际大酒店 / 同级    Wing On:Quasi-5 ☆ Yongan Vanguard International Hotel/Similar

武夷山：准 5 ☆武夷山香馨大酒店 / 同级        Wuyishan:Quasi-5 ☆ Wuyishan Xiang Xin Hotel/sibling

抵达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XMN），工作人员将在机场迎接，送往酒店休息。

早餐后 , 游览世界遗产【鼓浪屿】，游览林巧稚的纪念园【毓园】，【港仔后沙滩】游玩，后自由漫行于鼓浪屿。后前往永安，

游览【福建土楼群】。

Visit：【Gulangyu】【Yu Park】【Aberdeen Beach】【Fujian Tulou Group】

早餐后，前往武夷山风景区，游览【天游峰景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保观光车 RMB85/PAX，费用自理）（浏

览约 3 小时上山台阶较陡，客人需根据自己身体状态上下山）；感受云窝、茶洞、接笋峰、隐屏峰、晒布岩’等大自然

的伟大力量【一线天景区】（约 1.5 小时）。观伏羲洞，风洞，灵岩洞，神仙楼阁等景点。

Visit：【Tianfeng Peak Scenic Area】【first-line days scenic】

早餐后游览参观【大红袍景区】（约 1.5 小时）。远眺虎啸岩，午餐后前往厦门。参观乳胶店。

Visit：【Dahongpao Scenic Area】

早餐后，游览【曾厝埯】。游览【千年古刹南普陀寺】。外观厦门大学。晚餐自理：自由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参观茶叶

店和中国丝绸艺术展馆。

Visit：【Zeng Cuo An】【Millennium Temple Nanputuo Temple】

早餐后，游览马拉松最美赛道【环岛路】，【五缘湾湿地公园】。参观工艺品店和健莱雅绿色养生馆或刀具。

Visit：【Huandao Road】【Wuyuan Bay wetland park】

早餐后，送往机场，返回温馨的家！

指定自费：海上花园鼓浪屿 + 福建土楼群 + 武夷山天游峰 + 大红袍景区 + 一线天 = USD220/ 人（必须参加，大小同价）

推荐自费：武夷山竹筏漂流 + 白鹭洲市政广场金砖夜景 + 斥资 26 亿打造厦门老院子风情园 +360°旋转舞台实景演绎闽

南传奇秀 + 升等一餐天下第一素宴南普陀素宴 =USD120/ 人

Optional Items (the cost is not included in admission fee): Wuyi mountain rafting + A golden golden view of the town 
square in bailuzhou+ 360 ° rotating stage live-action deduce minnan pass under meal + promoted world a vegetarian 
dinner south putuo vegetarian dinner = usd 120 per person
 

温馨提示：行程中可能安排部分精彩推荐项目，您可根据自身喜好选择，费用自理。

※ 以上行程顺序之安排依当地情况调整，敬祝旅途愉快 ※

DAY1 厦门入境【24 小时免费接机】Xiamen                                                    X

DAY7 厦门出境【24 小时免费送机】Xiamen                                                   B

DAY2 厦门 - 福建土楼建筑群 - 永安 Xiamen-Fujian Tulou-Yongan               B/L/D

DAY3 永安 - 武夷山 Yongan-Wuyi Mountain                                                   B/L/D

DAY4 武夷山 - 厦门 Wuyi Mountain-Xiamen                                                 B/L/D

DAY5 厦门 Xiamen                                                                                          B/L/X

DAY6 厦门 Xiamen                                                                                    B/L/D

特 约 旅 行 社

指定自费 
（大小同价）

（USD）

服务费 
（大小同价）

（USD）

额外接 / 送机 
2 人 / 趟

（USD）

提前 / 延住酒店 
双人间 / 夜

（USD）

220 70 50 100
1. 非华人成人需补报名费 USD100/ 人（不提供英文服务）。
2. 2 岁以下（不占床）婴儿收取成人价格 X10%。
3. 以上报名费及单间差为本国货币单位，指定自费、服务费、额外接 / 送
    机、提前 / 延住酒店费用的货币单位为美元。

报名费（CAD） 单间差
（CAD）

成人 2-11 岁占床 2-11 岁不占床

CAD99 CAD229  CAD99 CAD280

●  团费 = 报名费 + 指定自费 + 服务费；团费于报名时全额支付。
     2 岁以上指定自费和服务费与成人同价。服务费含导游、司
     机小费，不含行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100/ 人 / 天脱团费用，
        其它费用不退。
●   此团专为海外华人设计，安排优秀中文导游。
●   如因天气或景区关闭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无法游览我社有权根据行
        程更换景点。
●   导游在接团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行程内容的先后。
●  我社保留因汇率波动，接待价格波动而调整价格的权利，并不需提
         前通知。

月份 周四抵达 周一抵达

2019. 04. 04, 11, 18 08, 22

2019. 05. 02, 09, 16, 23, 30 13, 20

2019. 06. 06, 20 不出团

2019. 07. 04, 18 不出团

2019. 08. 01, 15, 29 不出团

2019. 09. 05, 12, 19 16

2019. 10. 10, 17, 24, 31 14, 21

2019. 11. 07, 14, 21, 28 11, 18

2019. 12. 05, 19 不出团

2020.  01. 待告 待告

2020.  02. 待告 待告

2020.  03. 待告 待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