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享青島入住七星涵碧樓、台兒莊古城、泰山 8 日
徐州進青島出不走回頭路、全程不進購物站、全程無自費景點
Flight（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第1天
第8天

Day01

起飛城市
桃 園
青 島

抵達城市
徐 州
桃 園

航空公司
中華航空
中華航空

航班編號
CI549
CI532

出發時間
07:10
13:05

抵達時間
09:30
15:35

桃園徐州(項羽戲馬台→車遊雲龍湖風景區)95km1.5H 棗莊(台
兒莊運河古城、夜景漫遊)

集合桃園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徐州】古稱《彭城》
，建城歷史有 2600 年。相傳
為堯所封大彭氏國地，是中國夏商時期東方重要的方國。夏商時徐州睢寧一帶還建立
過一個邳國。戰國中期，先後為宋、楚國都。
【項羽戲馬台】位於徐州城南，據說公元前 206 年，項羽自立為西楚王，定都彭城（今
徐州），在城南山上構築高台，觀賞士卒操練、賽馬，後人稱為"戲馬台"。戲馬台以風
雲閣為中軸線、分東西兩院。東院"楚室生春"，立身高 2.9 公尺，威風凜凜項羽石刻像；
西院"秋風戲馬"，置巨鼎一尊，鼎鑄"霸業雄風"四字，寓意項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的英雄氣概。1986 年初，徐州市人民政府為了紀念推翻中國封建秦皇朝的農民英雄項
羽，重修戲馬台。重修後古台結構嚴謹，佈局勻稱，錯落有至，沉雄莊重。雖然項羽
後來在楚漢相爭中一敗塗地，但戲馬台卻成為西楚霸業千古雄風的遺跡。
【雲龍湖風景區】位於徐州城區西南部，原名"簸箕窪"。景區內山清水秀，文物古跡眾
多，有漢畫像石館、漢墓、劉備湧泉、水上世界、生態島、十裡杏花、濱湖公園及蘇
公塔等許多景點。水面湖光山色，相映生輝，一條玉帶般的湖中路，把湖面分成東西
兩湖；環湖路依山順堤，寬闊平坦，鎖繞一湖碧水，長約 14 公裡。臨湖而立，三面青
山，疊翠連綿，煙波浩渺，盡收眼底。沿湖而行，岸草如茵。東岸春景、南岸夏景、
西岸秋景、北岸冬景。四季風光層次鮮明，各自異彩紛呈，世有徐州西湖之譽。
【台兒莊古城】被乾隆皇帝稱為★天下第一莊，成為世界上繼華沙、龐貝、麗江之後，
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世界第三座二戰城市，全國唯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古城景區在
文化展示上，圍繞大戰化、運河文化和魯南文化，是運河文化的活化石；擁有京杭大
運河僅存最後 3 公里古運河，世界旅遊組織稱“活著的運河”。
早餐 Breakfast
午餐 Lunch
晚餐 Dinner

機上簡餐
徐州風味 RMB50/人
臺兒莊風味 RMB60/人

住宿 Hotel
荷田客棧 或 蘭琪酒店 或 同級

Day02

棗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150km 2.5H 曲阜(孔廟、孔府含電瓶車)
80km 1.5H 泰安(泰山封禪大典夜秀)

【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台兒莊，地處蘇魯交界，為山東南大門，徐州之門戶，自古是
南北漕運樞紐，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歷史為兵家必爭之地。1938 年發生震驚中外的台
兒莊戰役。台兒莊大戰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繼平型關大捷後的又一重大勝利，也
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光輝結晶。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占地 34000 平方米，總建築面
積 6000 平方米。展覽館共有三個展室，書畫館和全景畫館。整個紀念館融展覽館、書
畫館、影視館、全景畫館為一體，氣勢雄偉，莊嚴肅穆。
【曲阜】是孔姓人口占 1/5 的縣級市，就是有 5000 多年悠久歷史的《東方聖城》曲阜。
《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譽全球，是與孔子的名字緊密相
連的。在兩千多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中國的正統文化，並影響到
東亞和東南亞各國，成為整個東方文化的基石。
【孔府】孔子世襲《衍聖公》的世代嫡
裔子孫居住的地方，是全中國僅次於明、清皇帝宮室的最大府第。現在的孔府，分為
中、東、西三路：東路為家廟，西路為學院，中路為主體建築。府內所藏歷史文物豐
富，其中最有名的《商周十器》，原為宮廷所藏青銅禮器，是乾隆賜給孔府的。 【孔
廟】全中國最大的祭孔要地，共有九進院落，南北為軸，建築規模宏大。遊覽孔廟，
應著重遊覽中軸線上的奎文閣、十三碑亭、杏壇、大成殿及其兩廡的歷代碑刻。孔廟
保存有全國數量最多的的漢碑，其歷代碑刻之多僅次於西安碑林。
【中華泰山‧封禪大典】是以泰山文化為創作素材 通過秦、漢、唐、宋、清五朝皇帝
登山封禪的歷史背景為創作主線。主要了表現了華夏民族敬畏天地的精神導向弘揚和
歌頌了中國歷史文化上所呈現的“天人合一”精神。封禪大典是泰山獨有的古老禮儀，
構成了泰山崇拜與信仰的重要內容。由於這種禮儀的執行者是歷代帝王所以格外引人
注目，其影響更為深遠，形成了從傳說中的古史到宋代皇帝，貫穿于原始社會和封建
社會延綿相續的禮儀傳統啊。實景演出是一種新型的藝術演出模式，其最大的特點在
於使用 180°全景式的自然山水作舞臺，使用現代的聲光、電技術、舞美製作和大規模
的演員陣容來演繹當地特色文化，觀眾在自然劇場中身臨其境，得到從未有過的視覺
與聽覺的感受，是一種全新的、震撼的藝術體驗。
註：
《中華泰山‧封禪大典》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停演，團體將以"宋城千古情(普通席)"
做替代，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早餐 Breakfast 酒店內
午餐 Lunch
孔府家宴 RMB50/人
晚餐 Dinner
自助餐 RMB110/人

住宿 Hotel
5★泰安 福朋寶龍喜來登大酒店 或 藍海裕
華大酒店 或 同級

Day03

泰安(泰山風景區<纜車往返>→南天門→天街→碧霞祠→玉皇頂)
80km 1.5H 濟南(黑虎泉→大明湖南岸<遊船>)

【泰山(含纜車上下)】泰山海拔 1545 公尺，為中國五嶽之首，東嶽泰山 “五嶽獨尊”
享負盛名。遠古至今，歷代帝王前來巡狩祭祀，留下豐富文化遺產。遊客遊纜泰山，
一般會從十八盤徒步登上南天門，若是不便上行者，也可從中天門搭坐纜車抵達。泰
山山頂「岱頂」猶如一處天庭仙界，是古代帝王前來泰山封禪祭祀之處。南天門向上，
沿天街東去，經碧霞祠、大觀峰登上泰山極頂－玉皇頂，沿路氣象萬千。孔子《登泰
山而小天下》傳為佳話，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成千古絕唱。
【南天門】岱頂門戶，後方《未了軒》供奉送子觀音，香爐前盡是信徒刻字鎖頭，表
永結同心。
【天街】天上市集，西起南天門，東止碧霞祠全長 0.6 公里石砌步行道，是岱頂主要
食宿購物區。
【碧霞祠】主祀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是來泰山祭祀的重點。
【玉皇頂】也就是泰山最高峰，正殿供奉玉皇大帝，古代帝王封禪泰山就是在此祭天，
祈求百姓安康。泰山至今保護完好建築群 22 處，以及 12 處石坊、兩千多處刻石，整
座山峰峻峭傲然，被讚譽為《活著的世界自然遺產》。
【大明湖南岸(含遊船)】大明湖是《濟南三大名勝》之一，位市中心偏東北處、舊城
區北部，是個由城內眾泉匯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積甚大，幾乎占了舊城的四分之一。
市區諸泉在此彙聚，經北水門流入小清河。大明湖水色澄碧，堤柳夾岸，蓮荷疊翠點
綴其間，南面千佛山倒映湖中，形成一幅天然畫卷。
【黑虎泉】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居於《黑虎泉泉群》之首。位於濟南黑虎泉路
下，環城公園南隅的護城河南岸，因其聲、色特點而得名。
住宿 Hotel
早餐 Breakfast 酒店內
午餐 Lunch
泰山風味 RMB50/人
5★濟南 銀座索菲特酒店 或 同級
晚餐 Dinner
餃子宴 RMB60/人

Day04

濟 南 240km 3.5H 濰 坊 ( 楊 家 阜 民 俗 大 觀 園 → 濰 坊 風 箏 博 物
館)230km 2.5H 棲霞

【楊家埠民俗大觀園】 作為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之一的楊家埠民間藝術大觀園，
是楊家埠旅遊開發區景點的核心部位，園內以年畫、風箏 為主導，民風民俗為主題，
設有風箏博物館、繪製館、十八女子作坊、年畫博物館、年畫作坊、民俗館、文物館、
百年婚證展、老粗布作坊、農具展、紅色收藏展、書畫院、嫦娥奔月臺、古店鋪一條
街、三星湖、度朔山以及楊家埠明清時期古村落、古槐等數十個景點和展廳。讓遊客
在體驗風箏紮制、年畫印刷等樂趣，同時也可以領略到幾百年前楊家埠人的生活方式，
體味楊家埠人古老的民俗、民間風情。與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並稱中國三大民間
畫市其年畫，線條簡明流暢，色彩鮮麗，對比強烈見稱。
【濰坊風箏博物館】 旨在收藏、陳列古今中外的風箏珍品及有關風箏的文物資料。該
館共設有八個展廳：即風箏的歷史文化展，濰坊風箏精品展，世界精品風箏展，中國
精品風箏展，風箏綜合功能展，濰坊國際風箏會，民俗展廳，風箏放映廳。分別介紹
了風箏的歷史、應用及沿革發展，濰坊風箏的流派及分類，國外風箏展，國內風箏流
派，精品風箏及國際風箏會等內容。展覽以翔實的風箏文物資料以及照片、文字、繪
畫、複製品等，全面展示了風箏的歷史文化、現代文化、國際文化及延伸文化，充分
體現了中華民族燦爛文化所獨具的藝術魅力，成為了傳播和弘揚風箏文化的藝術交流
中心。
早餐 Breakfast
午餐 Lunch
晚餐 Dinner

酒店內
濰縣風味 RMB50/人
地主宴風味 RMB50/人

住宿 Hotel
準 5★開元名都酒店 或 同級

Day05

棲霞 73km-1.5H 煙臺(牟氏莊園→張裕酒文化博物館+品酒→福建
會館)70 km-1.5H 威海(榮成海草房部落)45 km 1H 文登

【牟氏莊園】坐落於煙臺棲霞市城北古鎮都村，霞光三路北首，是大地主牟墨林及其
後裔高營建的住宅，是目前我國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地主莊園，也是我國北方最大
的地主莊園。牟氏莊園始建于清雍正年間，被諸多專家學者評價為“百年莊園之活化
石”，“傳統建築之瑰寶”， “三大怪”建築更是耐人尋味，引人入勝。“煙囪立在
山牆外”便是其中一怪，它看似一個小小樓閣，淩空聳立，別具特色。整個牟氏莊園
既呈現出我國北方傳統民居建築的典型特色，又展示了牟氏家族的豪華。
【張裕酒文化博物館】全球葡萄酒行業中為數不多的專業博物館，坐落於煙臺市芝罘
區大馬路張裕公司原址，1992 年由張裕公司在百年大慶前夕投資 450 萬元建成，1992
年 9 月對外開放。館內設酒文化廣場、百年地下大酒窖、綜合大廳、歷史廳、影視廳
等多個大廳，較為系統、全面的介紹張裕公司 100 多年的發展歷史，企業文化及酒文
化知識，是中國葡萄酒業和中國民族企業崛起的艱辛縮影。
【福建會館】煙臺福建會館又稱天后行宮，位於煙臺市芝罘區南大街與勝利路交匯處，
始建於 1884 年（清光緒十年）
，落成於 1906 年（清光緒三十二年）
，是由福建船幫商
賈集資修建的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聖母)的封閉式古典寺院建築，具有典型的閩南風
格，也是我國北方僅存的具有閩南風格的天后宮。整個會館由山門、大殿、後殿、戲
樓和兩廂五部分組成，占地 3500 平方米。1958 年，被辟為煙臺市博物館，1996 年，
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福建會館是福建到煙臺，古代“海上絲綢
之路”的代表建築。
【榮成海草房部落】海草房具有“冬暖夏涼、居住舒適、百年不腐”等特點，沉澱著
濃厚的歷史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地域特色、承載著淳樸的民俗風情、體現著卓越的古
建築藝術，是中國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堅固耐用，所用材料為海苔草，為野生藻類，
生長在 5～10 米海域，春榮秋枯。海草中含有大量的鹵和膠質。成熟的海草被海浪卷
上海灘後，人們將其拉上岸曬乾苫蓋房屋。

早餐 Breakfast 酒店內
午餐 Lunch
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 Dinner
膠東菜 RMB60/人

住宿 Hotel
準 5★威海文登華璽大酒店 或 同級

文登 230km 3H 青島(啤酒博物館+品酒+啤酒花生→車遊棧橋→劈
Day06 柴院→五四廣場→奧運帆船中心→1907 光影俱樂部+咖啡一杯→
膠州灣海底隧道)25km 0.5H 黃島(入住涵碧樓)
【啤酒博物館(特別安排 品嘗啤酒+啤酒花生)】為集青島啤酒歷史發展歷程介紹、啤
酒文化演變、啤酒製造流程、品酒娛樂及購物於一體的複合式博物館。青島啤酒是採
用優質原料、特有菌種、及青島當地絕妙甘甜的嶗山泉水，加上德國移植而來的經典
釀造技術。以泡沬潔白細膩、澄澈清亮、口味醇原柔和、香甜爽口而馳名，是中國啤
酒第一名牌。來青島，錯過青島啤酒，那可真是白走一遭呢！
【棧橋】是青島的象徵，可見青島新月型的城市輪廓，棧橋似長虹臥波，回瀾閣熠熠
生輝。所謂《長虹遠引》、《飛閣回瀾》即出於此。遠處，小青島上白色的燈塔亭亭玉
立。紅瓦綠樹交相輝映，各式建築參差錯落的分布在海岬坡地之上。現代化的高樓大
廈緊靠海岸拔地而起，壯麗輝煌。
【劈柴院】位中山路北端有個美食小吃城「劈柴院」
，有如回到傳統老街般的朱簷灰牆
巷弄中，其實原是個舊市集，後來沒落。青島市政府於 2009 年春天，將青島這個最早
的舊市集「劈柴院」
，重新翻修後開張，並將原有看戲、喝茶元素搬回到院內，讓來此
的遊客得以感受過去劈柴院風光熱絡的一面。
【五四廣場】標誌性雕塑《五月的風》
，以螺旋上升的風的造型和火紅的色彩，充分體
現了愛國主義騰升的民族力量。這裡已成為新世紀青島的標誌性景觀之一。
【奧運帆船中心】佔地面積約 45 公頃，其中場館區為 30 公頃，包含：選手村、運動
員中心、行政中心、媒體中心和後勤中心等。鄰近奧運村旁，有座以棧橋與白色圓弧
三角錐體所搭建起的帆船橋，潔白簡約的線條造型，結合幾合架構的完美呈現，讓觀
看比賽場地的您，可感受奧運之氛圍。
【1907 光影俱樂部】青島電影博物館位於青島市南區湖北路 17 號，1907 光影俱樂部
三樓，此建築為水兵俱樂部舊址，1899 年設計、1902 年建成，是青島第一個禮堂、
電影院，第一個文化綜合體，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電影院。2017 年 5 月 20 日，青島
電影博物館正式開館。
【膠州灣海底隧道】又稱膠州灣隧道，是中國大陸最長的海底隧道。隧道全長 7800 米，
分為路上和海底兩部分，海底部分長 3950 米。該隧道位於膠州灣灣口，連接青島和黃
島兩地，雙向 6 車道。
早餐 Breakfast
酒店內
午餐 Lunch
青島風味 RMB50/人
晚餐 Dinner
漁家風味 RMB60/人

住宿 Hotel
7★黃島 涵碧樓酒店

Day07 偷得浮生半日閒盡情徜徉涵碧樓的美
今日您可盡情地享受酒店內各種設施，讓自己拋開一切世俗煩惱感，休閒輕鬆一下吧。
【涵碧樓】是臺灣頂級渡假酒店的代名詞，也是臺灣文創精神的代表，一景一物都是
細節，處處都有文創的驚豔，更引領臺灣創造出全新的渡假概念，全新的生活體驗。
【涵碧樓游泳池】利用水的表面張力，創造池面平靜無波宛如明鏡般的視覺效果，這
就是所謂「Over Flow 設計」
。躺在池邊，你看不到游泳池的框框，創造了沒有邊界的
視野。置身泳池時，泳池與湖水、藍天連成一氣，湖之綠、池之碧、天之藍，做了最
巧妙完美的融合。
【涵碧樓健身房】在此可免費享用各式健身器材。
【Lalu spa】(自費)提供身體芳香精油按摩療程，在新鮮空氣及自然景色包圍的療程
室裡，芳療師專業按摩手法、芳香精油的氛圍，紓壓解勞，使身、心、靈和諧平衡。
早餐 Breakfast
午餐 Lunch
晚餐 Dinner

住宿 Hotel

酒店內
涵碧樓自助餐或合菜(RMB275/人)
涵碧樓自助餐或合菜(RMB275/人)

7★黃島 涵碧樓酒店

Day08 黃島(經膠州灣跨海大橋)40km 1.0H 青島桃園
享用完涵碧樓的早餐，早上 10 點集合於涵碧樓，經膠州灣跨海大橋(青島)，前往流亭
機場，辦理出境手續，搭機返臺北。
早餐 Breakfast 酒店內
午餐 Lunch
機上簡餐
晚餐 Dinner
X

住宿 Hotel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年 8 月 31 日(六)

團費優惠價 $39,800 元
費用包含

費用不含

訂金:15,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行業責
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
任險 2 佰萬元)、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限桃園以北；超過
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 $500 元)。
護照、台胞證工本費、床頭、行李小費、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
及私人開銷。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