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愛中華 

海南島雙城.雙五星洲際.雙秀.雙點進出五日(無購物.贈送酒店午茶) 

 



【五星海南‧享受生活～旅遊就該這樣享受】 
★ 雙雙對對結伴同遊，我們給您最浪漫，最不同於市場的頂級度假樂趣!! 
★ 雙五星酒店—三亞半山半島洲際度假酒店 + 海口華彩華邑酒店!! 
★ 雙美食美饌—洲際酒店自助餐吃到飽 + 州際觀海長廊酒店下午茶!! 
★ 雙星光景點—電影"非誠勿擾 2"拍攝地:熱帶天堂森林公園 + 石梅灣旅遊渡假區!! 
★ 雙精彩表演秀—分界洲島海豚秀 + 三亞千古情歌舞秀，行程輕鬆不走馬看花!! 
★ 雙進出航點—特別安排海口進 + 三亞出航班，行程順暢不走回頭路!! 
★ 雙品質保證—無購物 + 無自費，旅遊度假無壓力，徹底享受美景美食!! 
★★本行程全程保證入住《國際五星品牌－洲際酒店集團》★★ 
洲際酒店及度假村作為全球首個國際奢華酒店品牌，開拓環球旅行風潮已有 70 多年的歷史，洲際酒店
集團是一家擁有九大著名品牌的全球酒店管理公司。集團旗下品牌包括：洲際酒店及渡假村、皇冠酒店
及渡假村、英迪格酒店、假日酒店及渡假村、智選假日酒店、Staybridge Suites 和 Candlewood Suites
以及近期全新推出的全球首個為華人量身定制的高級國際品牌 - 華邑酒店及渡假村。 
 
【景點安排】   
海   口—馬鞍嶺火山遺址公園、馮小剛電影公社、假日海灘、府城老街、五公祠。 
瓊   海－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或亞洲論團成立會址)。 
興   隆—石梅灣旅遊渡假區。 
陵   水－分界洲島+欣賞海豚秀、椰田古寨。 
三   亞—海棠灣國際購物中心、熱帶天堂森林公園+情人吊橋、大型仿古景區-宋城及三亞千古情秀、
椰夢長廊。 

■【住宿安排】 

 

■【風味餐安排】《精心安排各式風味餐，全程餐標人民幣 50~218》 
(1.)海南雞飯風味     (2.)海南四大名菜     (3.)豉油雞風味     (4.)海鮮風味     (5.)剁椒魚
頭風味     (6.)半山半島洲際酒店自助餐            
■【貼心贈送】  
(1.)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2.)精緻椰雕紀念品        
(3.)黃辣椒+白胡椒各一瓶          
(4.)大型仿古三亞宋城千古情景區及《三亞千古情》秀 
(5.)享用州際觀海長廊酒店下午茶(兩人一份) 



■【購物站與自費活動】  

本行程堅持品質全程無購物安排、無自費活動，不上攝影，無醫療諮詢，讓您玩的安心無負擔。 

■航班參考： 

航程 航空公司 編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去程 中華航空 CI523 桃園 15:20  海口 17:55  

回程 中華航空 CI538 三亞 19:00  桃園 21:45 

 

※符號標示：◎入內參觀 ●下車參觀 ◆路過參觀 ★特別安排 

第一天 台北/海口 
       今天撘乘班機前往海南省。海南島具有美麗的島嶼及被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全年滋養著，風光
婍妮，無盡的風華待你分享，她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近年成為了世界上新興的旅遊聖地。 

餐 食：早餐／敬請自理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中式合菜(人民幣 80) 

旅 館：海口洲際華彩華邑酒店(豪華房)  或同級 

第二天 海口(馬鞍嶺火山遺址公園、馮小剛電影公社、假日海灘、府城老街) 
◎【馬鞍嶺火山遺址公園】是位於海南島東北部的瓊山市石山境內的火山爆發遺跡，形成了 36 個火山
口群，被譽為中國第一火山口。主峰馬鞍嶺海拔 222 公尺，地下溶洞數百個，是「天然的火山博物館」。
附近生長上千種的熱帶植物、果林，植物學家譽為最完整的熱帶植被叢落。由火山群構成的火山奇觀，
被稱為最罕見的旅遊勝地，您可欣賞到精美的火山門、優雅的花園路，美麗開闊的中央廣場。登上山頂
的觀景道、觀景台，可俯瞰海口市高樓林立的雄姿，遠眺波濤洶湧的瓊州海峽，遙望海南中部的五指山
等，像一幅美麗的畫卷展現在眼前；在這裡欣賞沒入海平面的日落景致，體會繁忙的都市人難得擁有閑
適時光。 
◎【馮小剛電影公社】馮小剛電影公社坐落於觀瀾湖海口國際高爾夫度假區，打造全球首個以導演個人
命名的電影主題旅遊專區，呈現烏托邦式的電影主題旅遊勝地，以馮小剛《溫故 1942》、《唐山大地地震》、
《非誠勿擾》及系列賀歲電影場景為建築規劃元素，打造綜合娛樂商業街區，呈現上世紀整整百年不同
時空轉換的中國城市街區風情，完整展現 20 世紀中國城市街區建築的演變史。在這些以馮氏電影場景
為特色建築風格的街區中，充滿濃郁的懷舊氣氛，日與夜轉換的旅遊商業街區，一個世紀中國城市街區
的轉變，將使整個項目集建築旅遊、電影旅遊、商業旅遊於一體。 
●【假日海灘】位於海口市濱海大道西延線慶齡大道北部，是具有國際性熱帶濱海城市特點的大眾休閒
度假旅遊景區。她以其潔白的沙灘，清澈的海水，涼爽的海風、明媚的陽光、高聳婆娑的椰林、綠波起
伏的木麻黃林帶等純真而優美的大自然和設計獨具匠心，贏得海口市廣大市民和外來旅遊的人們贊口不
絕，受譽“椰城濱海大觀園＂。 
●【府城老街】府城老街位於海口市城南，是海南省唯一的全國歷史文化名城，歷史上的瓊州府就是在
府城。從建城的歷史來看，海口建市不過百年是一座年輕的城市，而府城則是一座有著千年歷史的文化
名城。老街在一定意義上也反映出這座城市的輝煌過去,預示著未來的希望。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海南雞飯風味(人民幣 50) │晚餐／四大名菜風味(人民幣80) 

旅 館：海口洲際華彩華邑酒店(豪華房)  或同級 

第三天 海口【五公祠】 -(約 2 小時)瓊海【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或亞洲論團成立會址))】-(約
1.5 小時)興隆【電影"非誠勿擾 2"拍攝地—石梅灣旅遊渡假區】- 陵水(約 1小時) 【分
界洲島+欣賞海豚秀】-(約 1小時)三亞 

◎【五公祠】是海口市最具代表特色的人文景觀。為紀念唐宋兩朝被謫貶到海南的李德裕，李剛，趙鼎，
李光、胡銓以及大文豪蘇東坡而建，五公祠近千年的歷史，孕育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蘊藏著深厚的歷史
底蘊，它是全面了解海南歷史、政治、文化發展的名勝古蹟。又被稱作“海南第一樓＂。 
◎【博鰲水城+玉帶灘遊船(或亞洲論團成立會址)】是為博鰲亞洲論壇會議規劃設計的專屬園區，並乘
船遊覽海南島的母親河，欣賞被譽為「中國的亞馬遜河」的萬泉河風光，並登上世界上最狹長的海灘－
玉帶灘。玉帶灘是一條自然形成之地形狹長的沙灘半島，沙美內海的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了一幅
奇異的景觀，您可以觀賞三江入江河之壯麗景光，美不勝收。 
●【石梅灣旅遊渡假區】是生態旅遊及國際間潛水客最愛的私房景點，這裡為海南現存未被開發的最美
麗海灣。由兩個新月形的海灣組成，東南臨碧波蕩漾的南中國海，其他三面為青翠山坡所環抱，長約 6



公里的潔白沙灘，細膩綿軟，近岸處的海水清澈見底，可見到海水由淺藍隨深度變化為深藍。極目遠眺，
碧藍海水, 浪花追逐處是被綠色茂密植被覆蓋的加井島，面積 14.2 公頃，島的四周圍水下，生長著色
彩斑斕的珊瑚，是潛水及衝浪者愛好者的天堂。 
◎【分界洲島+欣賞海豚秀】2013 年 1 月，海南分界洲島旅遊區晉升為國家 5A 級旅遊景區，成為中國首
個、也是中國目前唯一一個國家 5A 級海島型旅遊景區。因所處的地理位置特殊、氣候特徵獨特和小島
地貌神似以及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等，分界洲島有美女島、愛情島、無名島、分界島等稱謂，是一個美麗
的靈秀小島。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豉油雞風味(人民幣 50) │晚餐／海鮮風味(人民幣 80) 

旅 館：三亞半山半島洲際酒店(水景閣)  或同級 

第四天 三亞【電影"非誠勿擾2"拍攝地—熱帶天堂森林公園+情人吊橋、洲際觀海長廊酒店下午茶】 
★特別安排－大型仿古景區宋城+三亞千古情歌舞秀 

◎【亞龍灣熱帶天堂森林公園】位於中國最奢華的白沙海灣—亞龍灣，是中國真正地處北緯 18 度的熱
帶雨林。公園為生態度假型森林公園，為按照國家級森林公園的高標準所打造的遊覽設施跟服務。在此
可欣賞到濃密又充滿生機的熱帶常綠性雨林又可欣賞到亞龍灣深淺碧藍的美麗海岸，漫步在園內可深深
地呼吸無污染的芬多精跟新鮮的空氣，感受深度悠閒放鬆的假期。 
◎【三亞千古情景區】景區深挖本土黎苗文化元素，建設了南海女神廣場、崖州古城、科技遊樂館、千
古情大劇院、黎村和苗寨等六大主題遊玩區，及山上花黎、大象穀、鬼域驚魂、名人山等四大探險遊覽
區，玩的就是穿越，是三亞夜遊新座標。 
◎【三亞千古情秀(大型歌舞)】這裡能聽到落筆洞的萬年回聲，這裡有巾幗英雄冼夫人的盪氣迴腸，這
裡有海上絲路的異域風情，這裡能看到鑒真東渡時的驚濤駭浪，這裡還有鹿回頭的美麗傳說。在椰風、
海韻、沙灘的醉人風景中，感受三亞萬年歲月的娓娓道來，尋一段浪漫邂逅。三亞千古情，不見不散！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剁椒魚頭(人民幣 50) │晚餐／洲際酒店自助餐(人民幣218) 

旅 館：三亞半山半島洲際酒店(水景閣)  或同級 

第五天 三亞-【椰田古寨、海棠灣國際購物中心、椰夢長廊】三亞/台北 
★特別安排—全球最大免稅購物中心"海棠灣國際購物中心"  

◎【椰田古寨】位於海南省陵水縣，占地面積上百畝。與著名的蜈支洲島、南灣猴島等風景區隔海相望、
交映生輝，是海南省新興的展示苗家文化風情的視窗。這裡四季如夏，氣候宜人，椰樹成林，以你的自
然人文景觀與濃郁的民俗風情融為一體，蔚為壯觀。 景區現已建成古老文化、奇特風情、椰風飄香、
神秘儺蠱、小錘叮噹五大遊覽區和一台“歡樂苗家歌舞＂演出。景區以獨特的角度全方位的展示海南苗
家原生態的生活場景，滿足海內外的遊客瞭解海南奇特的民俗文化的愛好。 
●【海棠灣國際購物中心】中國投資 300 億元建設約莫有 6個足球場大的購物中心，其項目涵蓋免稅購
物天堂、時尚娛樂之都、休閒養生聖地及配套設施 4個部分。免稅購物天堂規劃方案為 40 萬平方米，
包括 25 萬平方米的國際品牌區和 15 萬平方米的中國品牌區，該區域免稅商店的商品將比中國國內百貨
商場便宜 30%。國旅打造全球最大免稅店使海南免稅購物概念提升。 
●【椰夢長廊】的海邊綠地上散步，迎著習習的海風整理心情，或做一次深呼吸多汲取世界上空氣指數
僅次於古巴哈瓦那的清新空氣，最棒的莫過於和伴侶一起體會閑步美麗海岸的動人時光。 
結束後前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次愉快的旅程。此旅程因為有您的參與而顯得更完美，期待下次
的相會！ 

餐 食：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敬請自理 │晚餐／敬請自理 

旅 館：溫暖的家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讀★★★ 

(1).本行程最低出團人數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為 38 人以下（含），本公司將會派遣合格領隊隨行服
務。(可賣機位非成團人數，並依賣況及供應商調度而有增減)。 

(2).行程航班資訊僅供參考，請以出發前說明會資料確認為準。 
(3).行程順序若因特殊狀況及其他不可抗拒之現象；如天侯、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飯店、景點、

餐食順序上之調動，本公司保留變更或調整行程之權利。 
(4).本行程為團體旅遊操作，全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若需脫隊請於出發前提前告知，如未於出發前提

出需求者，恕不接受外站臨時脫隊；中途脫隊者，行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景區門票、住宿、機位等
團體行程，視同個人放棄，不另行退費。 



(5).大陸地區行程景點內若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便答應，應堅定立場婉轉拒絕，
以免後續產生詐騙金錢糾紛。 

(6).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行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
為三菜一湯，四人則為四菜一湯，以此類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  

(7).大陸餐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性茶壺、茶葉....等等藝術品及當地土產，並非特定
購物點(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大陸性，如造成不便，請見諒，此為不可抗力之因素。 

(8).酒店說明: 
A:大陸地區酒店因官方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本身不想申請星等，但如其軟硬體設備皆達同星等酒店

標準，酒店標示將以加【準】字來代表。 
B:大陸地區部分酒店需求大床或加床，需另行加價或酒店內無需求之房型，且此類特殊需求須以酒

店排房為準，並不一定保證，如遇上述情形，敬請見諒。 
C:部份酒店之部分設施，如泳池、桑拿等，不開放團體住客免費使用，需另外收取費用。 
D:本行程之酒店住宿依２人１室標準房型(２張單人床)安排，若遇單數報名請洽客服人員。 

(9).此航班為包機操作，付訂金後因故需取消者，則需付訂金全額及實際產生的費用敬請見諒！！ 
■簽證 
卡式台胞證新辦所需資料： 
(1) 護照影本一份(首次申請者，須附上護照正本) 
(2)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未滿 14 歲附戶口名簿影本或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已滿 14 歲則請務必

附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2 吋彩色人頭照 1 張(需為 6 個月內之照片並與護照規格一樣之大頭照，不可著白色上衣) 
(4) 有效期之舊台胞證影本(若舊台胞證已過期則免附) 
(5) 辦證天數為 7 個工作天 
註：以上需附之各證件影印本皆需與原件 1:1 之比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