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資花花世界 洛陽荷澤牡丹花 肥城桃花  

青島櫻花 泰山風景區八日(單飛) 
 

█行程特色： 

◎五嶽獨尊-【泰山】：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傳為佳話，杜甫「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成千古

絕唱；歷代讚頌泰山的詩詞、歌賦多達一千餘首。 

◎【曹州牡丹園賞牡丹花】，“曹州牡丹園”建於 1982 年，是目前世界上品種最多，面積最大的牡丹園，

集中了曹州牡丹傳古至今的發展成果，是曹州牡丹觀賞、旅遊、生產、科研中心，形成了牡丹生產和

觀賞中心。 

◎【中山公園賞櫻花】，中山公園是青島最大的綜合性公園，以「中山」為名，就是要紀念中國民主革

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公園內種植世界各地花草樹木近 170 種，其中從日本移植的兩萬株櫻花，最具特

色。大門正前方就是著名的櫻花路，兩側植滿櫻花樹，是一條美麗的櫻花長廊。每逢五一節日前後的

20 天，這裡會舉行青島一年一度的櫻花盛會，淡粉色的單瓣櫻花和淺紅色的重瓣櫻花在枝頭綻放，

加上四周盛開的白色梨花和深粉紅桃花，更添中山公園的迷人風采。 

◎【肥城桃花】，泰安肥城桃花節是山東文化節的組成部分，每年 4 月至 5 月之間舉行。肥城是桃文化

的勝地，肥城桃聞名中外，以個大、肉肥、味美而著稱，是歷代皇室貢品，種植面積已達 10 萬畝，

榮獲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世界最大桃園。每年桃花節肥城桃花如雲似霞，萬樹爭豔。 

◎【洛陽牡丹】，在唐朝就已經聲名鵲起。每到花開時節，整個洛陽城萬紫千紅，五彩繽紛，人們呼朋

喚友，相偕賞花，全城一片歡騰。詩人劉禹錫“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帝京”的詩句真切地反

映出這一盛況。宋代更是洛陽牡丹花會的極盛時期。 

★使用山東航空直飛往煙台，讓您旅遊舒適愉快。 

■貼心安排：每人每天礦泉水一瓶 
■購物站：NO SHOPPING【保證不進購物站】 

■自費項目：無(按摩除外)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山東名產或零食：有紅棗、木耳、阿膠、花生、少林正骨精等，您可依您實

際所需向導遊訂購。 

以上行程如有老人、小孩之門票一概不退 

█參考航班： 

航   程 航空公司 編  號 起飛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去   程 山東航空 SC-4098 桃  園 11：55 濟  南 14：35 
第 六 日 山東航空 SC-4752 鄭  州 22：10 青  島 23：45 
回   程 山東航空 SC-4077 煙  台 16：15 桃  園 18：50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桃園國際機場】/【濟南遙牆機場】－泰安 
  景點：大明湖、黑虎泉、洪樓教堂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經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飛往『濟南』，被稱為「泉城」，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省會，副省級城市，山東省第二大城市，是山東省政治、文化、科學、以及教育

中心，中國環渤海地區南翼和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心城市，區域性金融中心。濟南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

國家創新型城市、中國軟體名城、國家園林城市、國家智慧財產權示範城市以及全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

物流中心。濟南軍區（分管山東、河南兩省防務）所在地，中國人民銀行九大跨省區分行之一的濟南分



行也設立於此。根據《全國城鎮體系規劃綱要（2005-2020 年）》，濟南被定位為區域中心城市。 

【大明湖】，由城內眾泉匯流而成，水質清冽，遊魚可見，平均水深 2米左右。沿湖 800 餘株垂柳環繞

和 40 餘畝白荷紅蓮，構成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美畫卷。濟南八景中的“鵲華

煙雨”、“匯波晚照”、“佛山倒影”、“明湖秋月”均可在湖上觀賞。 

【黑虎泉】，是濟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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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虎泉在濟南泉水中是最有氣勢的，巨大的泉水從三個石雕獸頭中噴射而出，在水池中激

起層層雪白的水花，夜色中遠遠聞聽更是聲如虎吼。因其聲、色特點而得名。 

洪家樓天主教堂全稱洪家樓耶穌聖心主教座堂，一般簡稱【洪樓教堂】，為濟南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

也是濟南文化帶的重要象徵。 教堂位於山東省濟南市區東部，曆城區洪樓廣場北側，東鄰山東大學老

校，以洪家樓村而得名，建成時是濟南市也是華北地區規模最大的天主教堂，也是中國三大著名天主教

堂之一，在中國近代宗教建築中佔有重要地位。 

 

住宿：泰安－銀座佳悅酒店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魯菜風味 RMB50 

第二天  泰安－肥城－曲阜 
     景點： 泰山(中天門、南天門、天街、玉皇頂)、肥城 10 萬畝桃園 

【泰山】，古稱岱山、岱宗，春秋時始稱泰山，綿延盤桓在山東省中部濟南、長清、歷城、泰安間，面

積 426 平方公里，其山勢磅礡雄偉，居五嶽之首，因此有〝東嶽泰山〞、〝天下第一山〞之稱。搭乘★纜

車上下，體驗泰山頂峰『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歷境。至【中天門】搭乘纜車至【南天門】從絕頂往下看，

華北平原盡收眼底故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說。前往【天街】─天上的市街，這裡不僅風景優美，而

且買賣興隆，是國內十大特色市場之一。這裡的商號歷史上就有以實物作標志的傳統，有笊籬家、葫蘆

家、雙鬥家等等。走進天街無論購物還是觀景，都是十分愜意。【玉皇頂】位於碧霞祠北，為泰山絕頂，

舊稱太平頂，又名天柱峰。玉皇廟位於玉皇頂上，古稱太清宮、玉皇觀。東亭可望“旭日東升 ”，西

亭可觀“黃河金帶”，爾後搭乘纜車下山。 

後前往聞名中外的蜜桃之鄉【肥城】。【10 萬畝桃園】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春季桃花如雲似霞，萬樹

爭豔，秋季碩果累累，香飄萬裏，是真正的人間仙境。美麗的桃花是肥城旅遊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

裏的桃花豔而不俗，淡而有味，是觀賞上品。春天，清新的空氣，湛藍的天空，滿園的桃樹，連綿的花

海，構成了一個“天然的氧吧”，身處其中，令人心曠神怡，可以盡享大自然的恩惠，領略桃鄉風情。

後乘專車前往著名的東方聖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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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桃花節 4月初—5月初】。 

住宿：兗州－聖德國際酒店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泰山風味 RMB40  │晚餐：孔府家宴 RMB50 



 

第三天  曲阜－荷澤－開封 
     景點： 孔府、孔廟、曹州牡丹園 
坐落於曲阜城東華門大街、孔廟東側的〝衍聖公府〞，是孔子嫡長孫世襲衍聖公住宅【孔府】，最具東方

建築風格的貴族府第，佔地１６萬平方公尺，是我國保存最完整、歷史最久的貴族莊園，被譽為「天下

第一家」。接著前往【孔廟】參觀，是中國面積最大、歷史最久的孔廟。佔地達２０公頃。此外，孔廟

還珍藏著兩千多塊歷代碑碣和大量漢畫石刻，被譽為中國第二碑林，歷代書畫雕刻藝術的寶庫。後前往

著名的“牡丹之鄉”【荷澤】。 

【曹州牡丹園】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園內牡丹曾多次運往北京植物園、中南海、故宮、上海、南

京、洛陽等園林風景區栽植。還遠銷日、美、英、法、德、俄、加拿大、荷蘭、泰國等三十多個國家和

地區，併為日本島根縣建立了“中國牡丹園”。 曹州牡丹園內景點繁多。南北兩座彩色牌坊門樓，高

達十余米，簷出角翹，雕梁畫柱，古樸典雅，金碧輝煌。坊門正中的“鳳凰戲牡丹”彩色圖集下，上書

“曹州牡丹園”鎏金橫匾，是時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舒同書寫。園中採用生產與觀賞相結合的佈局方

式，建有亭臺樓閣，以石鋪的道路相連，便於遊人遊賞和憩息。“觀花樓” 、“天香閣”是園內主體

建築，新穎別致，古樸典雅，登樓眺望，園中景色盡收眼底。 

 
住宿：開封－黃河迎賓館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第四天  開封－登封－新密 
     景點： 包公祠、清明上河圖、少林寺+電瓶車、少林武術表演、塔林 
【包公祠】是為紀念我國古代著名清官包拯而恢復重建的紀念場館。它坐落在七朝古都開封城內碧波蕩

漾、 風景如畫的包公湖西畔。 包拯，世稱包公，又稱包青天，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清官 。他一生

憂國憂民 ，剛正不阿 ，抑強扶弱， 鐵面無私。因為百姓伸張正義，而贏得了古今中外，婦孺皆知的

美名。 

【清明上河園】坐落在古樸典雅、宋韻十足的開封市老城區，是依照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的傳世之作《清

明上河圖》為藍本實景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中國最大的仿宋古代建築群、中國最大的宋

文化主題公園、中國最大的古代娛樂再現景區。仿佛穿越時空隧道走進了一幅活動的歷史畫卷。整個景

區內芳草如茵，古音縈繞，鐘鼓陣陣，形成一派“絲柳欲拂面，鱗波映銀帆，酒旗隨風展，車轎綿如鏈”

的栩栩如生的古風神韻。徜徉其間，常令人有“一朝步入畫卷，一日夢回千年”的時光倒流之感。 

【嵩山少林寺】建於北魏太和十九年（西元 495 年），是孝文帝爲安頓印度高僧跋陀而建，因其建於嵩

山少室密林之中，故定名“少林寺”。北魏孝昌三年（西元 527 年），印度高僧菩提達摩來到少林，在

少室山五乳峰一天然石洞面壁九年，首傳禪宗。至此少林被稱爲“禪宗祖庭”。唐初，少林寺志堅、曇

宗等十三棍僧，在秦王李世民討伐王世充的征戰中，立下漢馬功勞，得到了李唐統治者的讚譽和封賞。

在此期間，由於朝廷的大力支持，少林寺發展極快，博得了“天下第一名刹”的美稱，少林功夫也從此

美名遠揚。明代達到鼎盛。 

後前往埋葬少林高僧的墓地【塔林】參觀。續欣賞精彩絕倫的--【少林武術表演】。 

 

住宿：新密－承譽德大酒店 或同級【★★★★★】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第五天  新密－洛陽－上街 
     景點：龍門石窟+電瓶車、洛陽牡丹花卉 
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龍門石窟】，石窟開鑿于 1500 年前，現存石窟 1300 多個，造像 10 萬餘尊，佛塔

40 多座。主要洞窟有古陽洞、奉仙寺、蓮花洞、萬佛洞賓陽中洞等文化遺址。龍門石窟是中國古代封建

政權凌駕於佛教之上的宗教藝術，由於魏、唐兩代皇室的參與而形成了龍門石窟皇家風範的重要特色，

許多窟塞或造像的興廢變遷都與當時的政治形勢變化有著密切關係。 

續參觀聞名於世的【洛陽牡丹花卉】。洛陽牡丹在唐朝就已經聲名鵲起。每到花開時節，整個洛陽城萬

紫千紅，五彩繽紛，人們呼朋喚友，相偕賞花，全城一片歡騰。詩人劉禹錫“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

節動帝京”的詩句真切地反映出這一盛況。宋代更是洛陽牡丹花會的極盛時期。 

 

住宿：上街－雅樂軒酒店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第六天  上街－鄭州－【鄭州新鄭機場】/【青島流亭機場】－青島 
     景點： 黃河遊覽區、炎黃二帝塑像、黃帝故里 
【黃河遊覽區】位于鄭州市西北三十公裡處，它北臨黃河，南依岳山。這裡綠樹滿山，亭閣相映，山清

水秀，景色宜人。登高北望，黃河水無際無涯，浩浩蕩蕩。由于黃河在這裡衝出最後一個峽口進入平原，

形成懸河，所以在這裡觀黃河別有一番情趣。回首南望，就是遊覽區的中心景區五龍峰景區。這裡的古

典式亭台樓閣，錯落有致地點綴在起伏的山勢上。五龍峰環抱的山腳下，有一尊名為“哺育”的塑像安

坐在梅花形水池中（該雕像在全國各遊覽區同類雕像中應該是位居第一的。）塑像造型是一位懷抱嬰兒

的婦女，神態和藹慈祥，氣質高貴素雅，象征著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 

【炎黃二帝塑象】是一個集建築和雕塑於一體的巨大工程。它面向黃河，背靠黃土（邙山），依山造像，

以圖達到「黃土、黃河、黃帝」合一的藝術效果。其主體工程─炎黃二帝塑像高 106 米，單眼長 3米多，

鼻高 8米。除炎黃二帝塑像外，還有祭壇和廣場兩部分，祭壇共分三層，成金字塔狀。廣場共設九鼎，

象徵九州統一。 

【黃帝故里】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尋根拜祖的聖地，也是歷年黃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現場。 

 

住宿：青島－城陽凱萊酒店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40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 

第七天  青島 
     景點：中山公園賞櫻花、棧橋、信號山眺望小歐洲、總督府、青島啤酒博物館、八大關 

【中山公園】賞櫻花。青島中山公園櫻花節是每年青島的第一個節會，公園三面環山，東傍太平山，南

向大海，是青島市內植被景觀最有特色的風景區。園內單櫻、雙櫻共 20000 多株，以單櫻為主。品種都

是屬於日本櫻花，其中染井吉野（單櫻）居多，中山公園面積 1100 畝，櫻花主要集中在西部，其中有

一條 660 米長的櫻花街，道路兩旁種滿了櫻花樹，讓賞花之人好不眼饞。 

【棧橋】，棧橋是青島的象徵之一，又名李鴻章橋，它位於青島灣中心，橋長４００公尺，寬８公尺，

分南北兩段，南段是鋼架，北段是石基，以水泥鋪面。棧橋建橋至今，已有百年左右的歷史，最早是西

元１８９２年由清朝總兵章高元始建，當時是作為軍用碼頭，橋長僅２００公尺，這就是最早的棧橋。 

【信號山公園】，在基督教堂東側，有一座海拔 110 米的山峰，山勢峻峭，怪石嵯峨，山上遍植花草綠

樹。霧靄浮動之時，青翠欲滴。山坡上，造型優美的亭、台、樓、閣黃白分明，點綴其間；石階小徑，

曲折回轉，蜿蜒于林蔭之下。更有山巔的 3幢紅色的蘑菇樓，宛如 3柄火炬，屹立于滿山青黛之中，十

分奪目。這個以歐式風格規劃建設的公園因山得名，即信號山公園。 

【膠澳總督府】，又稱青島總督府、提督府，是位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市南區沂水路 11 號的一座德式近

代建築，始建於 1903 年，由德國建築師馬立克（Mahlke）根據 19 世紀歐洲公共建築的藝術形式設計，

具有中軸對稱的平面和略為突出的四角與中間的特點。 

【青島啤酒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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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關別墅區】，它是青島著名的別墅區，西鄰匯泉灣，南接太平灣，最初有八條以中國關隘命名的

路，因而得名。這集中了俄、英、法、德、美、丹麥、希臘、西班牙、瑞士、日本等２０多個國家的建

築風格，近百年歷史古街成為眾多電影、電視外景拍攝的理想地方，是除上海外灘之外另一個有名的「萬

國建築博覽會」。 

 

住宿：青島－城陽凱萊酒店 或同級【準★★★★★】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川菜風味 RMB40  │晚餐：海鮮風味 RMB50 

第八天  青島－棲霞－煙台－【煙台蓬萊國際機場】/【台灣國際機場】 
     景點：遠眺跨海大橋 
遠眺【青島膠州灣大橋】位於青島市，為跨越膠州灣、銜接青蘭高速公路的一座公路跨海大橋，全長 41.58

千米，是世界上已建成的最長的跨海大橋，比前任「冠軍」杭州灣跨海大橋長了 5.58 千米。工程總投

資 95.4 億元，連接青島、黃島、紅島「三極」，後期計劃增建膠州聯絡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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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前往『煙台蓬萊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

國際機場』。 

 

住宿：溫暖的家 

膳食：早餐：酒店內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機上簡餐 

備註：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

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

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