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山東～東嶽泰山、封禪大典秀、曲阜孔聖、井塘紅高粱、子彈列車八日 

(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行程特色 

山東魅力無限 ～旅遊豐富多元化，暢遊最浪漫★宜居城市《青島》，★煙台蘋果《棲霞》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泰山》★第一家族《曲阜》“三孔”，★省會城市，泉城《濟南》，★齊國古

都《淄博》， 藍 

天碧海、自然勝景、双世界文化遺產、泉城韻味，一切盡在山東！ 

   

1. 齊魯大地：山東旅遊資訊網 
■濱海城市青島：《青島》原指小青島(也叫琴島)，以島上《山岩聳秀，林木蓊

鬱》得名。 

  
 
 
 
 
 
 
 
 
 



 
■青島迎賓館、八大關、天主教堂等...！漫步在青島別有一番異國風情。 

 
 
2.五嶽之首泰山：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譽，又稱《東嶽》，中國最令人震撼的《十

大名山》之一。1987 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 

 
 
3.曲阜： 孔府、孔廟，是中國歷代紀念孔子，推崇儒學的表徵，以豐厚的文化積

澱、悠久歷史、宏大規模、豐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學藝術價值而著稱。1994 年被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被世人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 

  
 
 
 
 
 
 



 
4.小橋流水曲水亭街：垂楊依依、瀟灑雅致、景色宜人，街巷風貌、格局與建築具

有鮮明特色，能體現濟南城市風貌跟特徵。 

 
 
 
5.青州井塘古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知名力作!熱門電視劇，周迅主演《紅

高粱》拍攝地。 

 

 
 
 
 
 
 
 
 
 



 
6.特別安排：青島至單趟子彈列車 CRH2 和諧號子彈列車體驗由青島至濟南約 2.5
小時，最高時速 250KM，省去巴士 4.5hr 拉車之苦。車體外觀漂亮，白色流線型

車體中間嵌著一條藍色《腰帶》，由八節車體組成，車廂內寬敞明亮。坐椅扶手上

都安裝了可以調節靠背傾斜角度和坐墊長短的兩個按鈕，前後排坐椅間也預留了充

裕空間，坐椅可以整排 180 度原地旋轉，讓您體驗火車旅遊的新奇感受。 

 
 
7.走累了喝杯咖啡，特別安排 1907 光影俱樂部。 

 
 
8.特別加贈中華泰山、封禪大典(C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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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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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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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特別安排：全程高餐標 RMB50-RMB180 (普拉那酒吧德式豬肘+香腸+生啤暢飲) 
10.貼心贈送：品嘗青島啤酒+特色啤酒花生、每日一瓶礦泉水。 
1.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車上推薦特產：阿膠產品系列、龍耳、紅棗。 
(導遊會在車上介紹當地土特產給大家當伴手禮，可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飯店介紹】 
青島：西海岸隆和艾美酒店 5 星(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青島西海岸隆和艾美度假酒店開業於 2016 年，提供當代建築風格的客房。提供 218
間時尚的客房。離風景優美的海灘很近也可輕鬆前往市區各大旅遊、購物、餐飲等

熱門景點。以服務和貼心的工作人員聞名，飯店氣氛悠閒，遠離喧囂，非常適合放

鬆身心。 

  
 
青島：銀沙灘溫德姆至尊酒店 5 星(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位於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座落鳳凰島國際旅游度假島核心區一一銀沙灘畔，是一

家國際品牌度假酒店，由極富盛名的百年歐洲豪華飯店管理品牌，德國凱賓斯基飯

店管理集團管理。4 個特色餐廳，提供泛亞美食及中西餐點。擁有私人沙灘，周邊

環境幽雅、靜謐，設施齊備齊全。 
 
 
 
 



 

  
 
煙台金沙灘喜來登酒店 5 星(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煙台金沙灘喜來登度假酒店位於金海灘對面，距離休息區 2 公里，設有一個世外浴

室、4 間用餐場所和多種娛樂設施。煙台金沙灘喜來登度假酒店距離張裕葡萄酒城

有 10 分鐘車程，距離煙台火車站和煙台港有 30 分鐘車程。煙台萊山國際機場和

蓬萊島距離酒店有 40 分鐘車程。 

  
註 1：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註 3：免費網路，該酒店保有異動調整或更改使用範圍權限之最終決定權。 
註 4：因受限於大陸地區是以兩人一室為主，加床或大床需求需視飯店狀況，無

法保證亦或會加價。 
 

★航班時間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4/22 
〔星期ㄧ〕 BR762 台北(桃園) 濟南 17:15 20:00 

2019/04/29 
〔星期ㄧ〕 BR761 濟南 台北(桃園) 21:05 23:40 

 
機場資訊：台灣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高雄國際航空站‧台中航空站 

 
 
 
 



第 01 天 桃園／濟南遙牆機場～濟南 
 

集合桃園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泉城《濟南》。濟南是

山東省省會，位於山東省中西部，具有 4000 多年的歷史，

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是聞名世界的史前文化－

龍山文化的發祥地。黃河中下游的重要城市，歷史文化名

城之一。 
 
★車上推薦特產：阿膠產品系列、龍耳、紅棗。 
註 1：導遊會在車上介紹當地土特產給大家當伴手禮，可自由選購絕不強迫購買。 
註 2：本團型車上將會推薦土特產，您可依個人需求購買。 
註 3：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

便之處，尚祈鑒諒。 
註 4：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

正確資料為準。 

餐食：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濟南銀座佳悅酒店(4 星)  或  濟南鴻騰國際大酒店(4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2 天 濟南～(車程約 2.5HR)曲阜～孔廟、孔府～中華泰山封禪大典秀～泰安 
 

早餐後前往曲阜，曲阜是個孔姓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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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阜孔廟孔府(含景區與景區間接駁區間車)：因其在中國

歷史和世界東方文化中的顯著地位，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被世人

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 
孔府：是孔子世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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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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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泰山封禪大典秀(C 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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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夜秀景點為贈送項目如因景區、天氣原因或客人自身原因無法觀看，無法退款，

煩請見諒＊ 

餐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孔府家宴(RMB.50/人)  （晚餐）泰安豆腐風味(RMB.50/
人) 

住宿： 泰安寶盛大酒店(準 5 星)  或  泰安銀座佳悅酒店(準 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3 天 
泰安～泰山風景區(含纜車上下)、南天門、天街、玉皇頂～(車程約 2.5HR)
淄博琉璃工坊～淄博 

 

泰山風景區(含纜車往返)：五嶽之首《泰山》是中華民族

的象徵，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之地。泰山自古被視

為是社稷穩定、國家昌盛、民族團結的象徵，歷朝歷代，

無論誰當上皇帝，第一件大事就是朝拜泰山，泰山也因此

成為中國唯一受過皇帝封禪的名山。無論是帝王將相，還

是名人宗師，都對泰山仰慕備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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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岱頂門戶，後方「未了軒」供奉送子觀音，香爐前盡是掛滿信徒刻字鎖頭，

表永結同心。 
天街：是天上市集，西起南天門，東止碧霞祠全長 0.6 公里的石砌步行道，是岱頂主要

的食宿購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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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本日貼心提醒：登玉皇頂為徒步參觀，為平緩石階梯(約 1500 左右)，請穿著舒適

防滑鞋子！！ 
★碧霞元君個人檔案：東嶽泰山山頂誕辰：農曆四月十八姐妹：馬山奶奶，五峰山奶奶

別名：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泰山老母，泰山聖母分身：送子娘娘、眼光娘娘、綠石

娘娘主要功績：「庇佑眾生，靈應九州」，「統攝岳府神兵，照察人間善惡」。 
 
淄博琉璃工坊：博山的琉璃唐代開始成批生產，明代初具規模。內畫壺是博山美術琉璃

風格獨特的工藝品，有人曾以 “ 袖裡乾坤真正大，壺中日月盡包羅 ” 的詩句讚譽。“珍

珠瑪瑙翠，琥珀琉璃街 ”。尤其是雞油黃雕刻的花瓶、文具等， 有 “黃玉”之美稱。其

它如手鐲、料珠、花插、掛瓶、鋪絲等飾品，均為國外和中國少數民族所喜愛。 

餐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巨鼎餐廳(RMB.50/人)  （晚餐）洛饃村風味(RMB.50/
人) 

住宿： 淄博銀座華美達大酒店(準 5 星)  或  淄博藍海國際大飯店(準 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4 天 
淄博～齊文化博物館～姜太公祠堂～青州博物館～井塘古村～偶園街～青州古

城～青州 
 



齊文化博物館：齊文化博物館坐落于齊文化博物院內，是

一座集文物收藏、展陳、保護、研究、教育、休閒功能於

一體的綜合博物館，依託原齊國故城遺址博物館(齊國歷

史博物館)建設，建築面積 3.5 萬平方米，擁有文物 3 萬

餘件，上展文物 4100 餘件(套)。主要展示齊地特色的文

物專題陳列並進行齊地非物質文化遺產、風土人情研究保

護，同時展示臨淄區當前發展成就以及未來經濟社會發展

的規劃前景。 
 
姜太公祠堂：姜太公祠 1993 年以姜太公衣冠塚為依託而建，總占地面積 30000 平方米，

主要景點有姜太公衣冠塚、姜太公祠、丘穆公祠、封神遊樂宮。屬於省級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也是山東省一處重要的道教活動場所。 
 
青州博物館：是一座綜合性地志博物館，成立於 1959 年。1984 年建設新館，占地 40
畝，建築面積 12000 平方米，為仿古式民族建築群。青州博物館是中國建館最早的博

物館之一，收藏各類文物 2 萬餘件。海內外孤本--明萬曆青州狀元趙秉忠的殿試卷填補

了明代宮廷檔案的空白；東漢大型出廓"宜子孫”玉璧為目前僅見的有字漢璧；青州龍興

寺石刻佛教造像群被評為 1996 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數量之大、雕工之精、貼金

彩繪保存之好為中國文物考古所罕見。 
 
井塘古村：始建於明代景泰七年(1456 年)。據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考證，該村因東南

紗帽山下有一清泉，常年不涸，形成一塘，村民將塘砌石築高為井，村名便由此而來。

此泉便是青州母親河"南陽河"的源頭。通向院落的臺階均由石塊砌成，少者七八級，最

多一處有七十二級，建築氣勢宏偉。 
 
偶園街：位於北門裡古街南側，北與北門裡古街對接，東與東門古街相連，此街自原縣

前街(範公亭西路)起始，向南一直延伸到青州南陽城的南門阜財門，全長兩華里有餘。

和北門裡古街一樣，偶園古街在明清時期，也是青州主要的商業街，它和北門裡古街一

起，構成了青州南陽古城主要的南北通道。 
 
青州古城：古城有 7000 餘年的發展史，5000 餘年的文明史，十二年的國都輝煌，先

後存在過廣縣城、廣固城、南陽城、東陽城、東關圩子城、旗城等六座古城池。青州古

城有魁星樓、阜財門、海晏門、偶園、衡王府牌坊、貢院、清真寺、基督教堂、馮府、

衡王府邸、偕園、府文廟等上百處歷史建築，大量的府衙建築、傳統民居、古典園林、

過街牌坊等遍佈古城街巷。 

餐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風波庄江湖菜(RMB.50/人)  （晚餐）青州人家(RMB.50/
人) 

住宿： 青州貝隆花園大酒店(4 星)  或  青州維也納酒店(4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5 天 
青州～風箏博物館～(車程約 2.5HR)棲霞～牟氏莊園～(車程約 1HR)煙台～

濱海路月亮灣～煙台 
 



風箏博物館：楊家埠風箏與木板年畫工藝，除了是濰坊最

引以為傲的工藝，更是山東省屈指可數的民俗瑰寶。在展

示館內可了解楊家埠木板年畫的歷史與特色，楊家埠年畫

的起源始自明代，具濃郁的鄉土氣息、色彩對比鮮明強烈

及藝術手法誇張等三個主要特色。木板年畫，更名列《中

國三大民間年畫產地之一》，與天津的楊柳青、蘇州的桃

花塢齊名，也是《中國風箏四大產地之一》。 
 
牟氏莊園：牟氏莊園坐落於山東省棲霞市城北古鎮都村，是北方頭號大地主牟墨林家族

幾代人聚族而居的地方。牟氏莊園以其恢巨集的規模、深沉的內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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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旺氣之所在"，1988 年被國務

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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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前往煙台，源於煙臺山。明洪武三十一年，為防倭寇侵擾，當地軍民於臨海北山上

設狼煙墩台，也稱《烽火臺》。發現敵情後，晝則升煙，夜則舉火，為報警信號，故簡

稱《煙台》，煙臺山由此得名，煙台市也因此而得名。 
月亮灣：西與煙台山呼應，北與芝罘島遙望，東可看崆峒島，南可見玉岱山，交通便利，

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景觀資源。作為煙台城市魅力象徵和情侶們視為浪漫聖地的

月亮灣，位於黃海之濱，左挑煙台山，右依東炮臺，背靠岱王山，這裏山石、海水、港

灣融合一體，很有氣勢。 

餐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亞東餐廳(RMB.50/人)  （晚餐）海鮮蒸鍋風味(RMB.70/
人) 

住宿： 煙台金沙灘喜來登度假酒店(5 星)  或  煙台萬達文華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6天 
煙台～張裕葡萄酒博物館～菜根香非遺園～(車程約 3HR)青島～棧橋(遠觀)、

天主教堂(外觀)、1907 光影俱樂部(含咖啡 1 杯)～青島 
 

張裕葡萄酒博物館：於 1992 年建館，坐落於山東省煙臺

市芝罘區六馬路 56 號—張裕公司舊址院內。展廳通過歷史

廳、酒文化廳、榮譽廳、書畫廳四大部分，比較系統地展

示了張裕酒文化的百年歷史，展廳還陳列了許多名人墨蹟

及藏品。該館主要由百年地下酒窖和展廳兩部分組成。大

酒窖深七米，建於 1894 年，1903 年完工，歷時 11 年，

為當時亞洲唯一地下大酒窖。  
註：參觀張裕葡萄酒博物館即贈送 1 小瓶張裕金獎白蘭地。12 歲以下小孩恕不贈送，

敬請見諒! 
 
菜根香非遺園：在菜根香非遺園區裡可看見老牟平農耕和海捕器具的實物和照片。餐廳

牆上，陳列著牟平區大小十三項非遺傳承項目的介紹及"彭氏菜根香"與牟平飲食文化。

園區裡可見傳統麵食大師和烹飪大師，現場教學傳統食品製作，在過程中我們能對牟平

傳統文化有更加了解與認識。 
青島位於山東半島南端黃海之濱，《青島》這個名稱，原指小青島(也叫琴島)，以島上

《山岩聳秀，林木蓊鬱》而得名。《青島》之名的出現，就現在已發現的典籍文獻來看，



最早有明確記載的是在明代中葉，距今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 
棧橋(遠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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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堂(外觀)：本名聖彌厄爾教堂，由德國設計師畢婁哈依據哥德式和羅馬式建築風

格而設計。擬建教堂應高百米，適逢二戰爆發，希特勒嚴禁德國本土資金外流，該教堂

不得不修改圖紙，即建成現在規模，教堂始建於 1932 年於 1934 年竣工。 
 
1907 光影俱樂部(含一杯咖啡)：原德國水兵俱樂部舊址，這裡曾是中國最早的電影院，

如今它以一種相似的形式重新綻放。8 月 26 日 1907 光影俱樂部正式營業，企劃總監孫

大偉介紹，定位是青島城市的文化綜合體，咖啡、閱讀、電影都匯聚在這棟百年建築裡。 

餐

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菜根香(RMB.50/人)  （晚餐）青島海鮮餃子風味(RMB.60
人) 

住

宿： 
青島銀沙灘溫德姆至尊酒店(5 星)  或  青島嘉年華萬麗酒店(5 星)  或  青島西海岸隆和

艾美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7 天 
青島～總督府迎賓館～青島啤酒博物館～五四廣場(遠眺)～奧運帆船中心(外

觀)～八大關～膠州灣跨海大橋～嘉年華摩天輪～青島 
 

總督府迎賓館：始建於 1905 年，1908 年正式竣工使用。

主樓高 4 層，附樓高 4 層，是當時佔領青島的德國提督官

邸，故名之總督官邸，俗稱《提督府》，它由德國建築師

拉查魯維茨設計。迎賓館是一座典型的歐洲古堡式建築，

是德國威廉時代的典型建築式樣與青年風格派手法相結

合的歐式建築。內部佈局典雅華貴，氣派不凡，置身其中

可享受到濃郁的歐洲宮廷氣氛，迎賓館又是一座博物館，

收藏著東西各國的稀世珍品。 
 
青島啤酒博物館(品酒+特色啤酒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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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廣場(遠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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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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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關：就像鼓浪嶼之於廈門，提起青島，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八大關了。這裡是青島

著名的別墅區，西鄰匯泉灣，南接太平灣，最初有 8 條以關隘命名的路，解放後又增加



了兩條，但仍保留了《八大關》的稱號。這裡的建築集中了俄、英、法、德、美、丹麥、

希臘、西班牙、瑞士、日本等 20 多個國家的各式建築風格，故有《萬國建築博覽會》

之稱。註：八大關偶有封街情況，若遇封街將無法遊覽八大關景區，則改以青島【天幕

城】及【康有為故居】替換。 
 
膠州灣跨海大橋：橫跨青島膠州灣，把青島東、西兩個主要城區連接起來。青島東西海

岸之間有寬闊的膠州灣天然隔斷，水路交通常因大風、大霧而停擺，貨物運輸不得不依

靠捨近求遠的環膠州灣高速公路來實現，給東海岸、西海岸的貨運客運帶來極大不便。

建成後的跨海大橋將破解膠州灣的天然瓶頸制約，使"天塹變通途"。 
 
嘉年華摩天輪：總重 100 多噸，能夠抵禦 8 級強風，高 45 米的摩天輪，設備鑲嵌無數

彩燈，夜晚散發出耀眼的光芒，這些燈全部由摩天輪下的一個控制室控制，可根據需要

變換出多種不同的圖案和顏色。所有 LED 燈平鋪開來，面積達 1384 平方米。遊客每經

過一個位置都會觀賞到不同的風景，當達到最高點俯視整個城市，交織在浪漫的氛圍當

中。註：如遇摩天輪停駛，將以貝殼博物館替換。 

餐

食： 
（早餐）飯店內早餐  （午餐）匯豐苑(RMB.50/人)  （晚餐）普拉那酒吧德式豬肘+香腸+
生啤暢飲(RMB.180/人) 

住

宿： 
青島銀沙灘溫德姆至尊酒店(5 星)  或  青島嘉年華萬麗酒店(5 星)  或  青島西海岸隆和

艾美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 08 天 
青島～搭乘高速子彈列車(行車時間約 2.5HR)濟南～五龍潭～黑虎泉～大明湖

～曲水亭街～芙蓉老街～濟南遙牆機場／桃園 
 

早餐後，前往青島火車站搭乘高速子彈列車(行車時間約

2.5HR)前往濟南。 
 
註：大陸動車(高鐵)票採實名制，依官方規定開立車票時

所需之資料為「旅客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台胞卡的

號碼及有效期限」，請旅客務必依時限提供前揭資訊。如

資訊提供有誤者或未能依限提供，而導致須重新開立車票

或無法開立車票者，此所衍生之費用則需由旅客自行於現場支付，敬請見諒。 
 
★特別提醒：搭乘火車時禁止攜帶在包裝上註記有易燃標誌的任何物品，如刮鬍膏、體

香劑、等等。並管制刀具或一般刀類，請貴賓勿攜帶如剪刀、指甲刀、瑞士刀、水果刀

等尖銳物，上車前行李必須經過安全檢查，若發現攜帶危險物品必定全部沒收，請貴賓

注意！ 
 
五龍潭：五龍潭也叫烏龍潭、龍居泉，位於山東省濟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區五龍潭公園內，

是濟南三大泉群的主要泉眼之一。五龍潭歷史悠久，據《水經注》記載，北魏以前就有

這片水，稱淨池，是大明湖的一隅。相傳，五龍潭昔日潭深莫測，每遇大旱，禱雨則應，

故元代有好事者在潭邊建廟，內塑五方龍神，自此便改稱五龍潭。五龍潭公園內，散佈

著形態各異的 26 處古名泉，構成濟南四大泉群的五龍潭泉群。環繞諸多泉池，形成了

龐大的五龍潭泉系並成為濟南四大著名泉群中水質最好的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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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聲、色特點而得名。 
大明湖：是《濟南三大名勝》之一，位於市中心偏東北處、舊城區北部，是一個由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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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水亭街：北靠大明湖、南接西更道街、東望德王府北門，西鄰濟南文廟，是古代文人

雲集的地方。從珍珠泉和王府池子而來的泉水彙成河，與曲水亭街相依，流入大明湖。

一邊是青磚碎瓦的老屋，一邊是綠藻飄搖的清泉，臨泉人家在這裏淘米濯衣，使老街古

舊中透出活力，沈靜中顯出生氣。清澈的泉水隨處可見，經年不息，在家家戶戶的生活

裏淺吟低唱，是濟南這座北方老城擁有了江南水鄉的明麗和嫵媚。 
芙蓉老街：擁有百年歷史，以「一池新綠芙蓉水」命名的芙蓉街，明清時期是濟南最繁

華的商業街，現在那裏曲徑通幽，兩旁有林立的高樓，青磚灰瓦，這一切的一切都透著

一種滄桑，含著一份典雅。 
前往濟南遙牆機場，結束此趟８天愉快山東行，期待與您預約下一趟世界之旅！ 

餐食： （早餐）酒店內自助餐  （午餐）高第街(RMB.50/人)  （晚餐）電視大廈魯菜風味(RMB.80/
人) 

 

 

★小費說明 
 
1.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費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2.房間小費以及行李小費敬請自付，行李小費以一件行李計算，提送一次建議人民幣 
  5 元/件，入住及離開酒店共 2 次提送，建議人民幣 10 元/件。 
3.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參考售價                                               ★每人訂金：5,000 元 

  大人 小孩佔床 小孩不佔 小孩加床 

參團費 $298,00 $298,00 價差-1,000 $298,00 
簽證費 
 

不含簽證費    
機場稅 
 

含機場稅    

備 註 
 

1.為因應國際油價不斷攀高，航空公司為反映成本，須隨票徵收燃油附加費，

該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2.指定單人房報價 +NT$7,150 

民國 64 年成立，經驗豐富，全球各地行程，均可安排操作，請放心參加本公司團隊旅遊，包君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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