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饋特賣》山東泰山涵碧樓 6 日 

(泰山孔廟雙遺產、青島啤酒●超五星青島涵碧樓一泊二食) 

出發日期 : 11/30、12/7、12/14、12/21、1/4、2/1 

售價 : 21,900(含稅) 

 

     ★加碼一～入住台灣頂級酒店代名詞『青島涵碧樓』乙晚！(每房每晚房價約台幣 12500元) 

     ★加碼二～特別安排青島涵碧樓一泊二食(自助早餐+自助晚餐)，體驗美食趁現在！ 

     ★加碼三～特別安排『泰山風景區～纜車上下』，錯過這次機會不再！ 

     ★加碼四～特別安排『世界文化遺產～孔廟』，親自體會儒家發源地！ 

     ★加碼五～無購物無自費，輕鬆消年假！  

 

 

★青島飯店特別安排～青島涵碧樓乙晚(海景陽台套房)★ 

【青島涵碧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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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涵碧樓來到青島，這是涵碧樓實現全球涵碧樓版圖的海外第一步，也是中

國第一家有臺灣文創精華的文創酒店。 

  選擇了青島黃島區的鳳凰山，離八大關不遠，這裡在春秋戰國時便是諸侯封地，擁有千年的歷史光環。八大關的雨花樓，

也曾經是蔣介石與宋美齡撤退臺灣前入住的舊居，正如臺灣涵碧樓是承自蔣介石在日月潭的行館，臺灣和青島涵碧樓相互

呼應，這樣的歷史背景，加上臺灣文創和美感體驗，以及頂極細緻貼心的服務，正是涵碧樓一貫的獨特魅力。 

  涵碧樓最擅長的就是運用水景及光影，在日月潭自然美景中創造出極簡禪風的唯美建築，以湖景借位打造泳池和湖水藍

天之無垠視野，只有從涵碧樓才可看見絕無僅有完美演出的日月潭光影秀，在青島海邊延續這樣的特色，融入當地景觀特

色，創造出更多無敵美景，讓青島不僅多了一處私人渡假的秘境，更是青島唯一擁有兩處私人沙灘的海景沙灘美景兼具溫

泉酒店。透過青島涵碧樓，體會極致的六感之美，在這裡，你面對的不只是海天一色的浪漫景色，更是沉澱心靈後全新出

發的自己。涵碧樓的海景套房寬敞的起居室及私人陽臺，客房面積 100 平米，享受優閑度假最佳選擇。 

http://qd.thelalu.com/cn


 
 

★【美食體驗】特別安排於青島涵碧樓內享用「十一廚自助晚餐」(價值人民幣 295 元)，體驗在地特色美食饗宴！ 

涵碧樓十一廚擁有 11個異國料理自助餐餐台，無國界食物特色變化，匯集中日法意印度台灣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美食。 

自然鮮美的日式料理、法國大廚親製的法式甜品，一向是十一廚的招牌美食；現烤的義大利披薩和風味獨特的印度咖哩飯

及烤餅，也很受歡迎；鮮活的青島海鮮自是不在話下。天高海闊，涵碧樓已被無邊的藍色海洋包裹，來十一廚自助餐廳聽

海賞風，靜享美食。 

 
 

★二大遺產：(1).泰    山─198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 

            (2).孔    廟─1994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泰山】─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燦爛東方文化的縮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托之地。主峰

玉皇頂海拔 1,547米，氣勢雄偉。1987年泰山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泰山也是中國唯一受過皇帝封禪的名山。 

http://whc.unesco.org/en/list/1334
http://www.sach.gov.cn/tabid/187/InfoID/7792/Default.aspx


 

★【孔廟】─孔子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中國儒家的創始人。曲阜「三孔」，因其在中國歷史和世界西方文化中

的顯著地位，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西元 1994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被世人尊崇為世界三大聖城之一。 

 
 

 

【青島啤酒博物館】東方瑞士～青島 

青島啤酒博物館是德國人殖民青島時期創立的，至今已超過百年歷史，1903 年建廠的原址，現已轉型為青島啤酒博物館，

走一遭您可瞭解青島啤酒的過去、現在、未來。更可在第一時間品嚐剛下線的原漿啤酒，用玻璃杯盛放的新鮮啤酒，泛著

泡沫的金黃色澤多麽誘人，炸裂的啤酒泡沫帶來的都是啤酒的醇香，還帶著生產線的餘溫就能滑進你的食道，在這裡體驗

與世界乾杯的快意。 

 

 

 

【景點安排】 

  (1) 攀登中國五嶽之首『泰山』，泰山於 1987年列為世界文化自然遺產。(纜車上下) 

  (2) 中國最大最古老的『孔廟』，孔廟於 1994年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3) 中國著名的文化古城『曲阜』 

  (4)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之『泉城濟南』 

  (5) 有東方瑞士美譽之『青島』 

  (6) 中國第一品牌啤酒『青島啤酒博物館』 

 

【住宿安排】  

  青  島—  ★★★★★ 青島涵碧樓酒店(海景陽台套房)。 

  濟  南—準★★★★★ 濟南陽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或濟南魯能希爾頓酒店或同級。 

  泰  安—準★★★★★ 泰安銀座佳悅酒店或泰安寶盛大酒店或同級。 

  濰  坊─準★★★★★ 齊魯酒地裕景酒店或>濰坊藍海大酒店或同級 

PS：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準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

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風味餐安排】 

  (1)青  島─青島涵碧樓十一廚自助晚餐(人民幣 295)、青島風味。 

  (2)泰  安—泰安風味、農家宴。 

  (3)濰  坊─濰縣風味。 

 

【貼心好禮】 

  (1)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 

  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山東名產或零食：有花生、紅棗、木耳、香菇、阿膠、海嵾等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

導遊訂購。 

  全程無安排進購物站行程，讓您遊程更愜意。 

 

【自費活動推薦】 

  全程無自費，團費通通包!! 

http://www.mount-tai.com.cn/
http://qd.thelalu.com/cn
http://www.accorhotels.com/zh/hotel-8120-%E6%B5%8E%E5%8D%97%E9%98%B3%E5%85%89%E5%A3%B9%E4%BD%B0%E9%9B%85%E9%AB%98%E7%BE%8E%E7%88%B5%E9%85%92%E5%BA%97/index.shtml
http://www.hilton.com.cn/zh-cn/hotel/jinan/hilton-jinan-TNAJCHI/index.html
http://www.qilujiudi.com/Resorts.asp
http://www.lanhai.cn/book/hotel.html?hcode=LH0039&ArrDate=2017-02-24&DepDate=2017-02-25


 

行程內容 

第 1

天 

※符號標示：◎入內參觀 ●下車參觀 ◆路過參觀 ★特別安排   

台北 濟南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前往山東省省會─濟南，素有泉城之稱，位於山東省中部，泰山西北

麓，黄河南岸。在濟南您才能體會什麼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楊」，「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景

色。這是一處曾經以泉水眾多、風光明秀而著稱於世的美麗城市。 

餐 食：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機上簡餐  

旅 館：濟南陽光壹佰美爵大酒店 或 濟南魯能希爾頓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濟南─泰安 約 100 公里，車程約 1.5 小時)   

濟南(千佛山、大明湖南岸、曲水亭街、黑虎泉、泉城廣場) 泰安 

◎【千佛山】與大明湖、趵突泉並列濟南三大名勝。千佛山歷史悠久，原稱「曆山」，相傳舜曾於曆山腳下耕

田，所以又稱「舜耕山」。隋朝開皇年間，佛教盛行，信徒在此依山設立了多尊佛像，並建造「千佛寺」，因而

被稱為「千佛山」。來到千佛山，可瞻望北魏、唐、宋時期的石雕塑像，一窺藝術寶窟的神秘色彩；登高遠眺，

更可望見華山、鵲山、千佛山腳下的山東省博物館，以及濟南市區的美景。 

 

●【大明湖南岸】面積達舊城四分之一，周長五公餘里的大明湖是濟南三大名勝之一，位於老城區東北邊，曾命

名『蓮子湖』、『西湖』，金代始稱大明湖。明代重修城牆，大明湖遂成今日形貌。大明湖也是大詩人李白、杜

甫最常前往之處。 

 

●【曲水亭街】依畏著大明湖，從珍珠泉和王府池子而來的泉水匯成河，與曲水亭街相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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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曲水亭街依然完整地保留著《家家泉水，戶戶垂

楊》的泉城風貌。 

 

●【黑虎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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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城廣場】濟南的中心廣場，也是市民活動的重要場所之一。且與濟南多處景點相鄰，如西臨趵突泉、南望

千佛山、北靠護城河，視野開闊。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餃子宴(人民幣 40)  晚餐／泰安風味(人民幣 40)  

旅 館：泰安銀座佳悅酒店 或 泰安寶盛大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泰安─曲阜 約 85 公里，車程約 1 小時)   

泰安(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之旅─泰山風景區～含纜車上下、天街、玉皇頂) 曲阜(世界文化遺產之旅─孔廟)

泰安 



★【泰山風景區】泰山是中國五嶽之首，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燦爛東方文化的縮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寄

托之地。主峰玉皇頂海拔 1,547 米，氣勢雄偉。1987 年泰山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泰山也是中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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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路之風景名勝計有柏洞日觀峰、

玉皇頂等。 

◆【天街】天上的市街，位於岱頂，西起南天門，東止碧霞祠全長 0.6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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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的傳統，有笊籬家、葫蘆家、雙鬥家等等。

依岩而建的仿古店鋪流光溢彩，這是任何一座名山所無法比擬的。 

◆【玉皇頂】玉皇頂是泰山主峰之巔，因峰頂有玉皇廟而得名。玉皇頂舊稱太平頂，又名天柱峰，始建年代無

考，明成化年間重修。神龕上匾額題“柴望遺風”，說明遠古帝王曾于此燔柴祭天，望祀山川諸神。殿前有“極頂

石”，標誌著泰山的最高點。極頂石西北有“古登封台”碑刻，說明這裡是歷代帝王登封泰山時的設壇祭天之處。東

亭可望“旭日東昇”，西亭可觀“黃河玉帶”。 

 

★【孔廟】曲阜孔廟，是祭祀中國春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本廟，位於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城內，

又稱「闕里至聖廟」，始建於魯哀公十七年（西元前 478年），歷代增修擴建，經兩千四百餘年而祭祀不絕，是

中國淵源最古、歷史最長的一組建築物，也是海內外數千座孔廟的先河與範本，和相鄰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稱

「三孔」。曲阜孔廟以其規模之宏大、氣魄之雄偉、年代之久遠、保存之完整，被建築學家梁思成稱為世界建築

史上的「孤例」，現為世界文化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北京故宮、承德避暑山莊並列

為中國三大古建築群。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農家宴(人民幣 40)  晚餐／中式合菜(八菜一湯)(人民幣 40)  

旅 館：泰安銀座佳悅酒店 或 泰安寶盛大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泰安─濰坊 約 290 公里 車程約 4 小時)   

泰安 濰坊(楊家埠民俗村、齊魯酒地文化景區) 

◎【楊家埠民俗村】民俗村內有年畫展示館讓您開始了解楊家埠木板年畫的發展歷史與分類特色，楊家埠年畫的

起源始自明代，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色彩對比鮮明強烈及藝術手法誇張等三個主要特色。在風箏製作車間中，

看到一個個神情專注的小姑娘們，正一筆一筆的描繪出風箏的雛型、一刀一線的紮製出獨一無二的風箏，是的，

楊家埠的風箏至今仍是手工製作，不但可掌握更嚴格的品管，且由手工製作出來的風箏質量均優。 

 

◎【齊魯酒地文化景區】齊魯酒地文化創意產業園是中國芝麻香型白酒創始者山東景芝酒業傾力打造的酒文化創

意產業的扛鼎之作，也是首個白酒文化體驗、展示、娛樂、休閒傳承於一體的綜合型文化景區。園區位于山東省

安丘市城北青龍山區域，充分演繹中華 5000年傳統酒文化，集生態景觀文化旅遊業、酒文化深度體驗、酒文化

演繹、生態休閒養生度假、酒類展示交易和低碳倉儲物流業於一體，建成國內規模最大、功能最全、檔次最高的

酒文化創意產業綜合園區。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中式合菜(八菜一湯)(人民幣 40)  晚餐／濰縣風味(人民幣 40)  

旅 館：齊魯酒地裕景大酒店 或 濰坊藍海大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濰坊─青島 約 60 公里 車程約 2.5 小時)   

濰坊 青島(五四廣場、2008 年奧運帆船比賽基地、德國總督府、青島啤酒博物館、★入住青島涵碧樓) 

●【五四廣場】位於市政府大樓南側，有大型草坪、音樂噴泉，以及標志性雕塑「五月的風」，以螺旋上升的風

的造型和火紅的色彩。對面海中有可噴高百米的水中噴泉，整個景區的氛圍顯得寧靜典雅、舒適祥和。這裡已成

為新世紀青島的標志性景觀之一。 



 

●【2008 年奧運帆船賽基地】基於青島海岸線寬闊的地利條件，為奧運帆船賽場地的首選城市，奧運結束後，奧

帆中心和五四廣場一樣成爲青島新地標，奧帆中心除了自身的奧運意義之外，青島市內的著名風景點「燕島秋

潮」也位於奧帆中心內燕兒島山的東南角，而在奧帆中心西側的還有青島奧林匹克主題公園，這裡可以看到奧帆

基地的主港池。 

 

◎【德國總督府】1897 年德國侵佔青島，選擇將德國膠澳總督官邸建在大石頭山的半山腰，取其背有靠山前有

水域的絕佳位置優勢，並完成於 1908年。建築手法結合德國威廉時代典型式樣及青年風格派，黃色牆壁、紅色

屋頂，以不對襯的建築風格著名。因德國膠澳總督相當於中國地方最高的武官—提督，所以此樓俗稱為「提督

樓」。1922年中國收回青島主權，後成為歷任青島市長官邸與招待所，1934年正式命名為「迎賓館」。迎賓館

的整體裝潢華麗而精緻，絕大多數都是一百年前的物品，走在其中，遊客可以盡情感受百年歷史的魅力。 

 

◎【青島啤酒博物館】是青島啤酒為慶祝建廠百年所規劃的景點，整體建築屬於 1903 年的德式工業式建築，館

內集合了青島啤酒的歷史發展歷程、啤酒文化演變、啤酒製造流程…等介紹，在博物館內，您可順著時空的脈

絡，透過詳盡的圖文資料、各式展覽品，瞭解啤酒的神秘起源及青啤的悠久歷史。青島啤酒是採用優質原料、特

有菌種、以及青島當地絕妙甘甜的泉水，再加上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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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4年出口至世界各地之後，已然成為世界名牌，更是中國啤酒的第一名

牌。 

 

★【入住青島涵碧樓酒店】涵碧樓興建完成後，建築物本身成為一個景點，很多人前往住宿是為了一窺堂奧，於

是坊間出現很多在外觀、建材、意象上都和涵碧樓神似的建築。 負責規畫設計涵碧樓的澳洲建築師 Kerry Hill，

並非等閒之輩，一九七九年在新加坡開業之後，便獲得無數國際大獎。他對每一個設計案都重新歸零的做法，讓

他的作品屢屢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再創新之外，他更強調藝術的永恆價值，「歷久彌新」正是這種精神的最佳體

現。今晚入住涵碧樓海景套房，寬敞的起居室及私人陽臺，客房面積 100 平米，享受優閑度假最佳選擇。 

餐 食：早餐／飯店內自助式  午餐／青島風味(人民幣 40)  晚餐／涵碧樓十一廚自助晚餐(人民幣 295)  

旅 館：★★★★★青島涵碧樓酒店(海景套房)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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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青島(漫步青島涵碧樓海灘) 台北 

★【漫步青島涵碧樓海灘】涵碧樓最擅長的就是運用水景及光影，在青島海邊延續這樣的特色，融入當地景觀特

色，創造出更多無敵美景，讓青島不僅多了一處私人渡假的秘境，更是青島唯一擁有兩處私人沙灘的海景沙灘美

景兼具溫泉酒店。透過青島涵碧樓，體會極致的六感之美，在這裡，你面對的不只是海天一色的浪漫景色，更是

沉澱心靈後全新出發的自己。趁清晨漫步於此，享受屬於私人的片刻寧靜。 

之後前往青島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的山東 6 日遊，並期待下次旅遊再見。 

餐 食：早餐／飯店內用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敬請自理  

旅 館：溫暖的家   

★★★重要事項請詳細閱讀★★★ 

(1).可賣機位非成團人數，並依賣況及供應商調度而有增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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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程航班資訊僅供參考，請以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確認為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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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留變更調整行程之權利。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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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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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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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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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字來代表。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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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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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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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萬 (實支實付)】。 

＊旅客未滿 15歲或 70 歲以上，依法限制最高保額為新臺幣 200 萬元。 

簽證 

卡式台胞證新辦所需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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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費 

(1).支付小費為國際基本禮儀，爲慰勞司機導遊領隊的辛苦，建議每人每天付小費：新台幣 200元，小孩亦同。請交於領

隊統籌處理。 

(2).國際電話費、飯店洗衣費、酒店內冰箱食物費用，敬請自理。 

(3).房間床頭小費以及行李小費(以每一件行李計算)敬請自理，約人民幣 5-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