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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全中國唯一熱帶島嶼渡假聖地。世界唯一連續三年舉辦世界小姐指定地點。情侶、親子同遊最

佳去處。是一個“四時常花，長夏無冬”的地方。歐美人士也將此地喻為東方的夏威夷，處處充滿了熱

帶島嶼的度假氣氛。成為了世界上新興的旅遊聖地。而最近更有內地最火紅電影"非誠勿擾 2"在此拍攝

取景，知名藝人也選定為互許終身的結婚地點 

【行程特色】 

1、非誠勿擾 2 拍攝地-石梅灣海灘 

2、熱帶飛禽世界：是目前國內最大的鳥文化主題公園，展示著 300 余種 30000 餘隻各式熱帶飛禽，涵

蓋了海南鳥類的絕大多數 

3、三亞鳳凰嶺山頂公園+水晶聖殿：登上鳳凰嶺山巔可俯瞰城區建築風光，更可將三亞四大海灣（三亞

灣、亞龍灣、大小東海、榆林灣）盡收眼底。原名為鳳凰嶺公園，這裡是三亞市唯一能夠全覽三亞

灣、城市建築和城市地貌的絕佳之處。水晶聖殿愛情主題森林公園坐落在鳳凰嶺的制高點，是中國

目前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 360º山海景觀水晶聖殿，可將三亞全景俯收眼底。 

4、大東海旅遊區：位於三亞市區東南部，位於兔子尾和鹿回頭兩山之間，海灣全長 2.1 公里，是三亞

最早被開發，最具規模的熱帶濱海度假區。海水清澈透明，沙灘光潔細軟，平整舒適，陽光和煦，

氣候宜人。 

5、興隆藥用植物園：是中國唯一的屬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景區，坐落在風光秀麗、環境幽雅的太陽河畔，

典型的濕熱帶氣候為植物生長提供了最佳環境，是國內參觀熱帶、亞熱帶藥用植物的理想基地。 

6、椰田古寨：保存著黎族先民飄洋過海的歷史印跡和文化記憶，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跡，又

有厚重沉澱的具有上古遺風的鑽木取火，黎族織錦等多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有刻於血肉之軀的

古老文化遺存——黎族最後一代的紋臉紋身阿婆。 

7、【特色餐食安排】海口風味、剁椒風味、杭幫風味、三江風味、華僑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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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住宿安排】 

(1)三亞：亞特蘭蒂斯渡假酒店 https://www.atlantissanya.com/cn/meetings-and-events 

升等入住『全球第三座』Atlantis Resort 酒店落戶中國海南三亞，繼杜拜和巴哈馬後，全球第三座

Atlantis Resort(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將落戶中國海南島三亞~~ 

三亞·亞特蘭蒂斯坐落于海棠灣國家海岸，它以消失的亞特蘭蒂斯大陸之謎為主題，系中國第一間亞

特蘭蒂斯度假勝地。亞特蘭蒂斯旗下的其它酒店還包括：迪拜棕櫚島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迪拜皇

家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及住宅、夏威夷科奧利納亞特蘭蒂斯度假酒店（後兩間尚在開發中）。 

選擇三亞·亞特蘭蒂斯，俯瞰波瀾壯闊、神秘莫測的南海壯景，開啟一場激動人心的發現之旅。您可

在此享受多樣刺激和夢幻體驗，暢玩亞特蘭蒂斯水世界的先鋒遊樂項目，觀賞異域海洋生物，享用

美味佳餚。如今，三亞已是國內知名度假勝地。亞特蘭蒂斯以海洋為主題，風格獨特，系向神奇水

世界致敬的活力之作。提供各種各樣的娛樂消遣項目，包括:國際名廚主理的餐廳、繽紛多樣的酒吧

與酒廊、亞特蘭蒂斯水世界的各種水滑梯、淡水及海水泳池、含露天海洋生物棲息地的礁湖及海洋

生物展、海豚互動訓練中心。在這裡，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還將感受優質住宿服務、舒適的水療、

奢華精品購物、宏偉的活動舉辦地、無垠的海灘。亞特蘭蒂斯旨在向所有年齡段的旅客呈現一個光

彩照人的夢幻世界。 

 

 

(2)海口：美蘭綠地 Q 酒店或同級 

海口美蘭綠地 Q 酒店正以無限活力、獨特的個性、生動有趣的互動平臺為商務和休閒旅行者打造獨

一無二的豐富體驗。酒店處處洋溢著時尚與現代氣息，從藝術色彩的運用，到智慧科技設施，再到充

滿創意的裝飾設計，每一細節都令人感到新奇和驚喜，令賓客盡情享受前所未有的精彩與愜意。作為

綠地酒店管理集團推出新品牌 Q 之後的第一家酒店，海口美蘭綠地 Q 酒店坐落於美蘭國際機場空港

經濟圈內，是從機場進入市內的必經之路海榆大道就從酒店旁邊經過。酒店共有 252 間客房及套房，

一個無柱 240 平米麪積可以分隔為二的多功能廳，和兩間不同面積的會議室滿足您的不同需求。現

代潮流的客房設施、清新高雅的用餐環境、經典高端的會議設施及專業細緻的服務使得綠地 Q 酒店

成為您名副其實的身聚、心聚之所。 

https://www.atlantissanya.com/cn/meetings-and-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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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亞：子悦康年度假酒店或同級 

酒店位於三亞城市形象主幹道迎賓大道的核心位置，北依金雞嶺生態公園，地處海棠灣、亞龍灣、大

東海、以及三亞灣等四大海灣道路連接的中心區域。自酒店驅車前往高鐵站、大東海、亞龍灣鳳凰機

場均非常便捷。酒店由世界 500 強、108 個魯班獎獲得者——中國中鐵集團旗下“三亞中鐵置業有

限公司”投資興建；由在國內外管理超過 55 家五星級酒店的“香港康年國際酒店集團”管理，被中

國飯店業協會評為國際飯店管理公司（集團）10 強。酒店擁有裝潢精美、各具特色的個性客房及豪

華套間；其中“子悅樓”以中國禪境的設計理念，融合國際時尚流行元素與海南傳統文化；“康年樓”

更是三亞首傢俱有四種夢想主題風格的特色酒店。  

  

 

(4)興隆：海南金陵博物館酒店或同級 

海南金陵博物館酒店位於萬寧興隆旅遊區興梅大道，太陽穀溫泉城內，毗鄰 54 洞溫泉高爾夫果嶺天

堂，“綠道”、“興隆國家森林公園”環抱酒店。酒店地處中國北緯 18°黃金緯線上，享受“綠色森

活”；540 畝度假社區秉承歐式建築之精華，將藝術文化的深厚沉積與時尚元素完美融合。大堂佈置

奢華典雅，採用超高架空設計，中央長 1000 米、約 5 米寬的原香溪流緩緩穿越而過；還有陶器、青

銅器、石刻、瓷器、字畫、玉石等 6 大展區，展示藝術精品的文化魅力。酒店還配備有興隆軒中餐廳、

18°西餐廳、陽光吧、超大型無柱宴會廳、超大型展廳、花園泳池、商業街、商務中心等。20000 平

方米大型泳池，讓你尋獲熱帶極致清涼體驗，還有環繞其中的 19 個溫泉泡池寫意大自然暖意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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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特別贈送】 

(1)中國最大的水世界——亞特蘭蒂斯水世界門票價值 NT2000/人 

(2)中國最大水族館——失落的空間水族館門票價值 NT1000 人 

(3)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10、【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站安排 

11、【推薦自費】此團費因有安排行程表內所推薦之自費項目，而有優惠價錢，敬請務必配合參加       

(3 合 1 優惠價-NT3300) 

(1)三亞美麗之冠拉斯維加斯秀 NT1300 元/人 

(2)三亞宋城景區+千古情秀 NT1600 元/人 

(3)船遊三亞灣（卡拉 OK 歡唱+啤酒飲料無限暢飲）NT800 元/人 

美麗之冠拉斯維加斯歌舞秀 

    2011 年新年伊始，美麗之冠華麗轉身、驚豔世界！三亞華創美麗之冠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投上億資

金全新推出“美麗之冠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秀”，可同時容納近千人觀看演出，每晚華麗上演，重金屬

打造的美麗之冠大舞臺美輪美奐、令人炫目。每晚在美麗之冠上演的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秀，由美國百

老匯藝術總監、美籍華人官明軍先生擔綱總導演，來自俄羅斯、美國、古巴、印度中國的 120 餘名佳麗

為全球遊客傾情奉獻。《愛的力量》、《危險之旅》、《美女與野獸》等節目在美麗之冠的大舞臺上絢爛綻

放、掀起陣陣狂飆，激情浪漫的視聽盛宴，讓您仿佛親臨美國拉斯維加斯 KA 秀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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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航班參考】如遇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桃園/海口 HU7948-1850/2115，海口/桃園 HU7947-1530/1750 

第一天：桃園／海口(點景：車遊椰城夜景)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飛機飛往~【海南島】。燈流、車流、人流交相輝映，神奇椰城霓虹燈讓

您感受南國風情的氣息。天降夜幕地起晚風，東方夏威夷三亞燈火輝煌。椰城之夜風輕月朗，美不勝收

宛如天堂。 

早餐：敬請自理／午餐：敬請自理／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酒店：海口美蘭綠地 Q 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海口→三亞(點景：熱帶飛禽世界、三亞鳳凰嶺山頂公園+水晶聖殿（含往返纜車）、外觀三亞

美麗之冠會展中心) 

   

【熱帶飛禽世界】是目前國內最大的鳥文化主題公園，展示著 300 余種 30000 餘隻各式熱帶飛禽，涵

蓋了海南鳥類的絕大多數。主要景點有：世界名鴿廣場，九鳳壁（中國第一座九鳳 壁，海南首座巨型

浮雕），鷯哥語廊，鸚鵡廣場，鳥雨林（中國第一個採用聲、光、電、色等手段類比熱帶雨林的地形特

徵及熱帶雷雨）、相思林（天鵝湖）、沙漠鳥園（中國第一個採用情景類比方式展示沙漠鳥的沙漠鳥園）、

猛禽表演場、見龍塔（海南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塔）、浴龍潭（海南最大的人工瀑布）、飛禽明星劇場等 。 

【三亞鳳凰嶺海誓山盟景區】地處三亞市中心位置，鳳凰嶺主峰海拔約 400 米，是三亞市區制高點。登

上鳳凰嶺山巔可俯瞰城區建築風光，更可將三亞四大海灣（三亞灣、亞龍灣、大小東海、榆林灣）盡收

眼底。原名為鳳凰嶺公園，這裡是三亞市唯一能夠全覽三亞灣、城市建築和城市地貌的絕佳之處。天氣

晴好的時候，除了可以遠眺海岸，連鹿回頭、鳳凰島、西島、“美麗之冠”等特色自然與人文景觀也是

一覽無餘，甚至可以看到更遠處的海上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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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聖殿愛情主題森林公園(含纜車)】坐落在鳳凰嶺的制高點，是中國目前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 360º

山海景觀水晶聖殿，可將三亞全景俯收眼底。教堂外觀採用透明玻璃和全白鋼架搭建而成，陽光可以通

過玻璃照進教堂，折射出多彩的光；內部以白色為基色，與四周茂密山景交相呼應，風光無限。熱帶森

林區的點睛之作，同時也是海南三亞最高，最具自然、浪漫情調的山頂水晶聖殿。晶瑩通透的水晶聖殿

內設“水晶儀式台”、白色鋼琴、白色橫椅。360°可觀三亞連綿蜿蜒的青山與碧海藍天。情侶可攜手水

晶殿堂，以藍天白雲為證，面山立盟，向海誓言，情定終生。 

【三亞美麗之冠會展中心】(外觀)：是三亞市地標性建築，猶如一朵巨型花冠呈現在萬綠叢中。

美麗之冠文化會展中心是為在三亞市舉行的第 53 屆世界小姐總決賽而專門興建的比賽會

場，隨後又在這裏接連舉辦了第 54、55 屆界世界小姐總決賽，第 14 屆中國電影金雞百花

電影節，2007 年世界先生總決賽以及新絲路中國模特大賽等重大賽事活動，因而名聞中外。 

早餐：酒店內用餐／午餐：海口風味 (人民幣 50)／晚餐：剁椒風味(人民幣 50) 

住宿酒店：三亞子悦康年度假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三亞(點景：大東海旅遊區、下午享受酒店設施(贈送中國最大的水世界——亞特蘭蒂斯水世界

門票價值 NT2000/人及中國最大水族館——失落的空間水族館門票價值 NT1000 人)) 

   

【大東海旅遊區】大東海三面環山，海岸線長 2.9 公里，一面大海，一排排翠綠椰林環抱沙灘，藍天、

碧海、青山、綠椰、白沙灘獨特之美博得海內外遊客的讚歎。大東海灣位於三亞市區東南部，位於兔子

尾和鹿回頭兩山之間，海灣全長 2.1 公里，是三亞最早被開發，最具規模的熱帶濱海度假區。海水清澈

透明，沙灘光潔細軟，平整舒適，陽光和煦，氣候宜人。 

【中國最大的水世界——亞特蘭蒂斯水世界】體驗反重力水滑梯項目，感受驚喜刺激；或探索園區湍急

的水道和神秘的水下河流隧道。此外，您亦可在“熱帶風暴”和“衝浪少年”兩處玩兒極速衝浪。所有

人樂翻天！這等樂事，可千萬別錯過哦。 

【中國最大水族館——失落的空間水族館】失落的空間水族館邀您一同揭開千年之謎—消失在深海中的

亞特蘭蒂斯古城。這裡是超過 8 萬 6 仟只海洋動物（包括鯊魚、鰩魚和其它特色海洋生物）的家園。中

國最大的露天水族館之一，擁有 270 種觀賞性海洋動物。 

 

早餐：酒店內用餐／午餐：杭幫風味(人民幣 50)／晚餐：方便旅遊敬請自理 

住宿酒店：三亞亞特蘭提斯渡假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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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三亞→興隆(點景：椰田古寨、非誠勿擾 2 拍攝地-石梅灣風景區) 

  

【椰田古寨】椰田古寨保存著黎族先民飄洋過海的歷史印跡和文化記憶，既有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自然奇

跡，又有厚重沉澱的具有上古遺風的鑽木取火，黎族織錦等多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更有刻於血肉之

軀的古老文化遺存——黎族最後一代的紋臉紋身阿婆。在獨特的金字屋，船形屋和寮房中您能看到更多

勤勞勇敢，淳樸善良黎族人民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和特色小吃。景椰田古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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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歡樂苗家歌舞”演出。 

【非誠勿擾 2 拍攝地-石梅灣風景區】萬寧石梅灣旅遊區自然風光集碧海、青山、白沙、奇石、島嶼、

椰林、溪流於一體，被世界旅遊組織專家讚譽為“海南現存未開發的最美麗海灣”。石梅灣位於海南東

線高速海南興隆出口，由兩個形如新月的海灣組成，長達六公里的碧海銀灘為植被茂密的低緩山坡所環

抱，自然純樸的黎族原始生活風貌令人流連忘返，電影《非誠勿擾 2》上映後，作為取景地的石梅灣也

更加為人所知。 

早餐：酒店內用餐／午餐：三江風味(人民幣 50)／晚餐：華僑風味(人民幣 50) 

住宿酒店：興隆海南金陵博物館酒店或同級 

 

第五天：興隆→海口／桃園(點景：興隆藥用植物園) 

  

【興隆藥用植物園】興隆南藥植物園景區位於國家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藥用植物研究所海

南分所內，是中國唯一的屬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景區，坐落在風光秀麗、環境幽雅的太陽河畔，典型的濕

熱帶氣候為植物生長提供了最佳環境，是國內參觀熱帶、亞熱帶藥用植物的理想基地。 

早餐：酒店內用餐／午餐：中式合菜 (人民幣 50)／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酒店：溫暖的家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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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陸鐵路(高鐵.火車.動車…等)安檢非常嚴格，易燃易爆、槍支、匕首、刀等一切對列車安全運行形成

威脅的物品，有自帶固定功能的水果刀也屬管制刀具範疇，各種違禁品都禁止攜帶進站上車。 

(2)行程請以說明會資料為準，若基於不可抗力之因素，如避開人潮、大陸特定之政治招待、路況、安全

問題、地方性風俗民情…等問題，本公司比照旅遊契約第 31 條處理。以上行程如遇班機時間變更，

本公司保有調整行程之權力。敬請諒解，感謝您的支持與愛護。 

(3)脫隊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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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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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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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

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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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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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型與單人房價差：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

床方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

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D:單人房價差：單數報名，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7)盥洗用具：從 2010 年 1 月 1 號開始，推廣環保，大部分飯店取消了一次性用品免費提供，請您自行

攜帶(個人盥洗用具及拖鞋)，以免造成您生活上的不便。 

(8)長者與小孩：以上價格已經分攤７０歲以上長者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