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廈門福建自由行：世界文化遺產 4 天遊
第一天
行程
香港 → 廈門 (香港西九龍站→廈門站)

建議交通
高鐵

前往住宿：建議下榻市中心的酒店，方便購物及飲食

公車：
從廈門站乘坐 1 路公車，前往廈
大方向，於中華城站下車，步行
約 4 分鐘 。（ 全程約 33 分鐘）

酒店：廈門海景千禧大酒店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鎮海路 12-8 號

品嘗地道午餐

的士：
車程約 14 分鐘
步行：
從酒店步行約 5 分鐘

參考食店：子母粉絲（思明南路店）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思明南路 291-293 號
公車：
從酒店步行約 4 分鐘至鎮海路公
廈門的環島路是舉辦國際性馬拉松的主賽道，全長 43 公里，也被 交站，乘 29 路公車，前往溪頭下
譽為世界最美的馬拉松賽道之一。它沿海邊而建，在這裡您可以 公交場站方向，於廈大白城站下
看到與海岸線並排而立的摩天大廈，也可以飽覽一望無際的臺灣 車。（全程約 33 分鐘）
海峽。如遇上好天氣，更有機會欣賞到夕陽徐徐消失于海平線上
的美景。每逢夏天，此處更是人山 的士：
人海，因沿岸有多個沙灘，讓大家 車程約 25 分鐘
可以隨時享受日光浴，是個享受休
閒娛樂的好地方。在環島路海濱風
景區內，音樂廣場和書法廣場都是
值得一去的景點，均可步行前往。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環島路
公車：
享受慢活步調 — 曾厝垵步行街
於廈大白城站乘坐 29 路公車，前
曾厝垵的「厝」字，粵語發音為醋，在閩南語中是屋子的意思。 往溪頭下公交場站方向，於曾厝
垵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全
這裡由漁村改建而成，厝垵既具風土民情，亦保有許多歷史遺
存，加上許多特色小食，吸引了不少人特意前來遊玩。表面上曾 程約 25 分鐘）

觀賞夕陽勝地 — 環島路海濱風景區

厝垵是一條美食街，但在橫街暗巷之間，卻處處充滿文藝氛圍，
有著「文藝漁村」的稱號。遊走街上，你會發覺這裡被濃厚的文
化氣息圍繞著，別具特色的食店和咖啡廳，或者各個文藝小店，
都能讓享受慢活步調。在街角的簡
約茶舍和從聿書店，都值得一遊。
這裡也有各式各樣的特色民宿，遊
客可以花兩日一夜作住宿體驗，享
受悠閒假期。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曾厝垵
參考食店：老廈門阿玲的沙茶面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教堂街與中山街交叉路口曾厝垵社 29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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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酒店休息

公交：
於曾厝垵站乘 29 路公車，前往第
一碼頭方向，于婦幼保健院下
車，步行約 4 分鐘。
（全程約 38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5 分鐘
第二天

行程

華安土樓品嘗地道農家菜
參考食店：二官農家樂
地址：漳州市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大地土樓群

建議交通
其他：
建議經酒店查詢包車前往或於網
上預訂「廈門土樓包車」

*往華安土樓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建議包車遊覽，車程約兩小時。

人類百年智慧結晶 — 華安土樓

其他：
回程乘包車前往廈門市輪渡碼頭

大地土樓群建造於清康熙及乾隆年間，主要由二宜樓、南陽樓和
東陽樓三座土樓所組成，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中。這些
方圓不同的土樓依山勢而建，其風水格局更是堪輿風水的傑作。
二宜樓其名喻意為「宜山宜水、宜室宜家」，設計上平面分內外
兩環，外環樓高四層，單層多達 52 開間，設于四樓的「隱通道」
也是因應防禦措施而獨創的設計，被譽為「土樓之王」。
南陽樓為雙環圓形土樓，樓前設有風水池一座，樓內石匾石刻裝
飾雕工細緻，設計上空氣流通，採光十足且冬暖夏涼，現已改建
成「福建土樓博物館」。
東陽樓采方形土樓型態，建築呈前低後高，內有通廊，主樓共有
36 間住房，廳堂 4 間。此土樓型態已不再以防禦的概念來建築，
轉而追求居住生活的舒適度為主，因而有最宜居住的讚譽。
參觀小貼士：由於部分土樓內仍有居民，一般只未能上樓參觀，
但部份熱情居民會開放予遊客上樓參觀。

地址：漳州市華安縣仙都鎮大地村大地土樓群
開放時間：早上 8:00 至傍晚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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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玩買熱點 — 龍頭路商業街

去程碼頭：
廈門市輪渡碼頭
回程碼頭：
三丘田碼頭（24 小時）

來廈門，不可不到鼓浪嶼；來到鼓浪嶼，亦不可不到最繁華的龍
頭路商業街。這裡於 1924 年由多位華僑富商集資興建，包括龍
頭街、日興街、錦祥街等商業街。這一帶仍存有很多南洋西式建
築，地鋪則改建為時下流行的食店、手信店和工藝店，新舊並
存。這裡的三一堂、日光岩、鄭成功紀念館、風琴博物館（八卦
樓）、鼓浪嶼海灘及菽莊花園都是值得一遊的地方。如果時間不
夠，鼓浪嶼有很多特色民宿，不妨住下來再環島遊。
旅遊小貼士：
1. 前往鼓浪嶼需實名登記購買船票，旺季必需提前於網上購票，
售完即止。
2. 下午 6 時半前，外地遊客必需于廈門東渡郵輪碼頭登船往鼓浪
嶼。下午 6 時半後，乘客可于廈門市輪渡碼頭登船前往鼓浪嶼。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鼓浪嶼
參考食店：蛋滿灌（龍頭路 91 號店）（非物質文化遺產）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鼓浪嶼區龍頭路 175 號
返回酒店休息

公車：
回程於廈門輪渡碼頭（鷺江道）
登岸後，於輪渡郵局站，乘 841
路公車，前往廈大方向，於鎮海
路口站下車，步行約 4 分鐘。
（全程約 21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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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行程

認識地道文化 — 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

建議交通
的士：
車程約 38 分鐘

想更深入瞭解福建閩南文
化？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
園便十分合適您！這裡介
紹了閩南人的風俗民情，
以多角度展示當地的漁
村、民俗、媽祖、南洋以
及尋根溯源的始祖文化，
更帶您時光倒流，一看閩南人於南洋打拼的艱辛歷史。整個園區
有多達 22 個景點，當中最搶眼的一定是媽祖文化村的巨型媽祖
像。巨型媽祖像以音樂噴泉形式于水中冒起，氣派非凡。
地址：廈門市集美區華夏路 9 號
營業時間：早上 8:00 至傍晚 6:00
參考食店：園內餐廳
地鐵：
從老院子民俗文化風情園步行約
集美學村環境優美寧靜，是由華僑富商陳嘉庚先生于 1913 年一手 26 分鐘或乘的士前往天水路站，
創辦的教育園區，設有中小學及大學。集美學村占地甚廣，景點 乘 1 號線，前往鎮海路方向，於
沿著龍舟湖一帶伸延，建築物融匯中西設計特色，是典型閩南僑 集美學村站下車。（全程約 48 分
鄉的建築風格。主要景點包括：陳嘉庚故居、嘉庚文化廣場、陳 鐘）
嘉庚紀念館、歸來堂與歸
來園、嘉庚公園及鼇園， 的士：
十分值得花上半天時間， 車程約 17 分鐘
在這裡認識華僑時代的歷
史和感受難得的寧靜。

南洋風情 — 集美學村

地址：福建廈門市集美區集美學村

廈門老字型大小食店

品嘗地道晚餐

參考食店：黃則和花生湯（中山路店）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中山路 22-24 號

返回酒店休息

地鐵：
於集美學村站，乘地鐵一號線，
前往鎮海路方向，於鎮海路站下
車，步行約 15 分鐘。（全程約 48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9 分鐘
步行：
從食店出發，步行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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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行程

建議交通
公車：
千年古剎 品嘗「天下第一素宴」
從酒店步行 4 分鐘前往鎮海路
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末，是著名的千年古剎，占地三萬平方米，寺 站，乘 1 路、21 路或 841 路公
前的水池依五老峰山而建，環境秀麗，香火鼎盛，人潮如鯽。從 車，前往廈大方向，於廈大站下
山下的天王殿開始參觀，拾級而上，一直走到五老峰山頂，可飽 車。（ 全程約 25 分鐘）
覽思明區風景，如遇上好天氣更可遠眺鼓浪嶼。另外，南普陀的
素食在當地亦十分馳名，順道也可購買寺院所出產的素餅作手 的士：
車程約 17 分鐘
信，有多種口味，包括南瓜、紅豆、芋頭、綠豆等。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思明南路
515 號
開放時間：早上 8:00 至傍晚
6:00
參考食店：普照樓
午餐：早上 11:00 至下午 2:00／晚餐：下午 5:00 至晚上 9:00

貓奴朝聖地 — 頂澳仔貓街

步行：
從南普陀寺出發，步行約 15 分鐘

來到頂澳仔貓街，很多人也會變得像貓一樣亂鑽亂跑，到處搜羅
可愛的貓公仔和精品玩意。據講從前頂澳仔的漁民曾經飼養大量 的士：
貓專職捕鼠，貓街更有很多貓出沒，但隨著時代轉變，貓街附近 車程約 5 分鐘
已變成繁華鬧市。當地為傳承社區記憶，感謝貓對社區作出的貢
獻，於是再重塑貓街。現時這
裡有貓咪博物館、以貓為主題
的食店、精品店等等，遊人在
這裡拍照購物，忙個不停。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思明南路
398 號
從酒店取回行李 回程前往高鐵站

公車：
從酒店步行 5 分鐘至中華城站，
乘坐 1 路公車，前往火車站南廣
場方向，於總站下車。（全程約
36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7 分鐘
廈門 →香港 (廈門站→香港西九龍站)
高鐵
高鐵連接香港與內地多個站點，毋須轉車可以去到更多地方。立即訂票，體驗不一樣的高鐵旅程。

www.mtr.com.hk/highspeed
以上資料及圖片只供參考用途，如有不足或不準確之處，懇請見諒。
(2019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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