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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厦门入境 - 永定 - 大浦 - 梅州 - 汕头 - 潮州 - 云顶 - 厦门出境  （团号：FYC）

抵达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优秀导游将在机场迎接，送往酒店休息。
（免费接机时间段：08：00-20：00，相邻 2小时以内抵达的航班，一起接机；如不在免费接机时间
范围内并需要我们安排接机，2-3 人需另付：$60/ 车 / 次）
酒店：5☆厦门翔鹭大酒店 / 同级

早餐后，游览【鼓浪屿】。鼓浪屿全岛都是景，称鼓浪屿是【万国建筑博览】一点也不为过，在弹丸之
地的小岛上荟萃了上千座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中外建筑，【远眺日光岩】，在前往【港仔后浴场】，
【龙头路商业街】自由逛街，【品尝闽南功夫茶】。后 BUS 永定，福建省永定县位于闽西的龙岩地区，
这里分布着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客家民居建筑群，它们被统称为“永定客家土楼”。后参观【衍香楼（毫
无商业气息的土楼，最原始，古朴的土楼）】，入住土楼王子酒店，深度体验土楼人家风情。
酒店：5☆永定客家土楼王子酒店 / 同级

早餐后，参观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福建【高北土楼群（承启楼+五云楼+侨福楼）】，位于永定县高头乡高北村。
全村几十座土楼，依山傍水，高低错落村内的“圆楼之王”—承启楼是最著名的土楼。2008 年 7 月在
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 32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永定客家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高
北土楼群是其中之一。后 BUS 大浦，游览【茶阳古镇】，后 BUS 世界客都 - 梅州，参观【叶帅故居】、
【千佛塔】、【客家公园】、【客家博物馆】、【围龙屋万秋楼】。
酒店：5☆汕头铂晶大酒店 / 同级

早餐后，游览【石炮台公园】、【人民广场】、【会展中心】、【海滨长廊】、【老妈宫】、【龙泉岩
风景区】。后 BUS 潮州，游览有“小紫禁城”之称的【广济门城楼】，参观【开元寺】，乘【人力车】
游富有潮汕地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甲第巷、牌坊街】，感受古朴风土人情。后 BUS 云顶温泉度假村，
享受室外温泉泡汤（请自备泳衣泳裤泳帽）。坐落于将军山公园，酒店依山傍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拥有 317 间（套）豪华客房，每间客房内均有“美人汤”碳酸氢钠天然温泉。
酒店：5☆云顶温泉度假大酒店 / 同级

早餐后，BUS 厦门，游览陈嘉庚故乡【集美学村、龙舟池、归来堂】，参观【中国丝绸艺术展馆】，【白
鹭洲公园 + 白鹭女神雕塑】，【市政广场】，参观刀具或宝树堂 , 欣赏【闽南神韵秀】大型文艺演出，
结合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独具特色的大型风情娱乐秀。
酒店：5☆厦门日东花园大酒店 / 同级

早餐后，游览【千年古刹南普陀寺】、车游【环岛路】，外观【国际会展中心】，远眺【小金门】，【华
侨博物馆】，【得润珠宝展览馆】.【98 竹炭生活馆】，【五缘湾湿地公园】，【观音山海滨】休闲中心。
酒店：5☆厦门日东花园大酒店 / 同级

早餐后，送往机场，返回温馨的家！

DAY1 厦门入境

DAY6 厦门                                                              B/L/D

DAY7 厦门出境                          B

HIGHLIGHT:

报名费
（所在国货币）

门票费
（USD）

服务费
（USD）

单间差
（所在国货币）

$99 $150 $70 $200
●  团费 = 报名费（预付）+ 门票费（现付）+ 服务费（现付） 

   （如遇航班延误、天气原因或其他客人自身原因而导致行程

     缩短，仍需足额支付）。2 岁以上门票费和服务费与成人

    同价，2 岁以下免费。服务费含导游、司机 小费，不含行

    李员服务生服务费。

● 若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预付门票费和服务费，兑换率为 1USD

     =1.2 CAD/1.25A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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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名时价格为准）。

● 以上是针对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华人成人（非学生团）

    的价格，华人西人同价（不提供英文服务）。

    12 岁以下客人报名费如下：

●  全程跟团；若客人在行程中不跟团，则需补 US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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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周岁 ( 不占床 ) $129/ 人

  2-11 周岁（占床） $199/ 人

  2 周岁以下 ( 不占床 ) 成人价格 x 10%

特 约 旅 行 社

厦门 -永定 -潮汕 -客都梅州 7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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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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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入住五星豪华酒店
※品尝地道风味美食
※游览厦门【鼓浪屿】、【集美学村】、【环岛路】
※参观世界遗产【永定客家土楼 -高北土楼群】
※尊享五星云顶温泉度假村【室外温泉泡汤】
※体验【潮汕乡土风情】
※走进世界客都 -梅州

DAY2 厦门 - 永定                                                  B/L/D

DAY3 永定 - 大浦 - 梅州 - 汕头                                                 B/L/D

DAY4 汕头 - 潮州 - 云顶                                    B/L/D

DAY5 云顶 - 厦门                                                  B/L/D

月份 周三抵达 周四抵达

2015. 06. 03, 10, 17, 24             04, 11, 18, 25

2015. 07.            01, 08, 15, 22, 29             02, 09, 16, 23, 30

2015. 08.            05, 12, 19, 26             06, 13, 20, 27

2015. 09.            16, 23 03, 10, 17, 24

2015. 10.            14, 21, 28            08, 15, 22, 29

2015. 11.            11, 18, 25 05, 12, 19, 26

2015. 12.        02, 09, 16, 23, 30             03, 10, 17, 24, 31

【免费送机时间：08:00-20:00，额外送机费用： 60/ 车 / 趟（不含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