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漾山東 8 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售價:04/19、04/26   22,800 元          05/17、05/24   23,800 元 
 

行程特色 
山東魅力無限。旅遊豐富多元化，暢遊最浪漫歐風城市《青島》，國際葡萄酒鄉《煙台》，紅高梁拍攝地《青州古城》，風箏故

鄉《濰坊》，藍天碧海、自然勝景，一切盡在山東。 

 
 

特別安排青島三晚住宿五星酒店。 

 

青島：西海岸隆和喜來登酒店 5 星(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於青島市城陽區 308 國道城陽段，鄰近青銀高速，去往青島流亭機場十分便利。酒店斜對面有東方超大規模購物中心，集購物、

休閒、餐飲於一體。酒店內設三間餐廳、一間大堂酒廊，包括水青咖啡苑、漢江韓國料理、大堂酒廊及 24 小時送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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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斯特煙台大酒店 準 5 星(或同級) 

★酒店網路：大廳(無線，免費)及房間(無線，免費) 

極具英國古典風格，百米高樓已經成為煙臺市中心的標誌，酒店所有客房均按國際五星標準設計裝飾及配置，雙床房全部採用

1.35 米國際品牌床墊，大床房全部 2 米寬，大螢幕電視配置全套國際頻道，整個樓宇無線網路全覆蓋，環保免漆傢俱及其他服務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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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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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督府迎賓館、八大關、信號山，漫步在青島別有一番異國風情。 



 
 

★青島中山公園櫻花季：花期約每年 4 月上旬至 5 月中旬 

青島櫻花引進的歷史已近百年，為最具特色的日本櫻花，多栽植於中山公園，總數達 2 萬餘株。中山公園內最著名的還是 1914 年

後日本人來青廣為栽植的櫻花。現在已有四十餘年樹齡的單櫻樹,排列於公園南北主幹道兩側,形成萬樹疊櫻的長櫻花長廊。每年

4、5 月間，中山公園裡春櫻緋雲，遊人如織，遂成賞櫻盛會。據稱青島是除日本之外，櫻花種植最密集的一個地方，有兩萬多

株。 

註：由於花期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棲霞牟氏莊園：又稱牟二黑莊園。是北方頭號大地主牟墨林家族幾代人聚族而居的地方。 



 
 

★國際葡萄酒鄉：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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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值加贈】中國首創大型魔術音樂舞劇《夢歸琴島》 

青島海泉灣天創大劇院臨海而建，《夢歸琴島》劇碼投資 1700 萬元，故事講述了青島女孩舒琴與美國青年麥克唯美至真、跨越幾



十年的愛情故事。這段愛情故事從青島海員俱樂部開始，經歷了浮華的解放前夕、狂熱的文革年代以及開放的現代社會，從相

識、相戀到被拆散，到最後的團圓，用舞蹈、魔術、雜技、柔術等種種表現形式，歌頌了湧動在青島這座開放、包容城市裡的永

恆愛的主題。 作為其他愛情舞劇中難得一見的特殊元素，魔術成為《夢歸琴島》中非常亮的看點，26 個魔術表演貫穿全劇，與故

事情節銜接自然、不露痕跡。同時創新了魔術的道具領域，作為中國首創大型魔術舞劇，《夢歸琴島》更應該說是融會了絢麗的

舞蹈、神秘的魔術、驚險的雜技等多種元素於一體的一場豔麗絕倫的"表演秀"。 

 
 

★車購特產：阿膠產品系列、木耳、紅棗。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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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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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19 

〔星期五〕  
MU2042  台北(桃園)  青島  13:00  15:30  

2019/04/26 

〔星期五〕  
MU2041  青島  台北(桃園)  08:50  11:35  

 

行程安排 
 

第 1 天 桃園／青島～歡迎來到青島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青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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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島素有『花園城市、東方瑞士』美稱，位于山東半島南端，東臨黃海、西瀕膠州灣，是一個美麗的

濱海城市，青島三面環海，海岸線長七三○公里，青島港不淤不凍，是中國良港之一，青島市區山巒起伏，綠樹成蔭，以公園數

目多而聞名。 

 

★推薦車購特產： 

阿膠產品系列、龍耳、紅棗。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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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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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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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長新貴和(RMB.50/人) 

住 宿： 青島西海岸隆和喜來登酒店(5 星) 或 青島金石國際大酒店(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青島～信號山、總督府迎賓館、中山公園賞櫻花～夢歸琴島歌舞魔術秀～青島 

 

信號山：是市區較高的一座山，山上有 3 幢紅色蘑菇樓宛如 3 支熊熊燃燒的火炬，聳立于青松、綠樹

叢中，格外醒目。青島港建成後，山上建有信旗台，專為輪船及帆船入港時傳遞信號，故得名"信號

山。1897 年 11 月，德國侵佔青島，首先強占了信號山，以此作為制高點，把槍口對准清政府的總兵衙

門，迫使清軍撤離。後來在山上建立了青島最早的一座無線電台，設立了指揮船舶進出膠州灣的信號

導向台。因此，德國膠澳總督將該山命名為"齊格納山（德語信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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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公園賞櫻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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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由於花期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超值加贈】16:30 欣賞中國首創大型魔術音樂舞劇《夢歸琴島》 

青島海泉灣天創大劇院臨海而建，《夢歸琴島》劇碼投資 1700 萬元，故事講述了青島女孩舒琴與美國青年麥克唯美至真、跨越

幾十年的愛情故事。這段愛情故事從青島海員俱樂部開始，經歷了浮華的解放前夕、狂熱的文革年代以及開放的現代社會，從相

識、相戀到被拆散，到最後的團圓，用舞蹈、魔術、雜技、柔術等種種表現形式，歌頌了湧動在青島這座開放、包容城市裡的永

恆愛的主題。 作為其他愛情舞劇中難得一見的特殊元素，魔術成為《夢歸琴島》中非常亮的看點，26 個魔術表演貫穿全劇，與



故事情節銜接自然、不露痕跡。同時創新了魔術的道具領域，在國內第一次把鏡面幕、皮筋幕、光雕和鐳射等高科技手段運用到

魔術中，產生了更加強烈的魔術效果。作為中國首創大型魔術舞劇，《夢歸琴島》更應該說是融會了絢麗的舞蹈、神秘的魔術、

驚險的雜技等多種元素於一體的一場豔麗絕倫的"表演秀"。觀眾在享受視覺盛宴的同時，更能感受到法國紅磨坊、美國拉斯維加

表演中的激情洋溢和自由奔放。 

註：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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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早餐 (午餐) ?豐苑(RMB.40/人) (晚餐) 烹海居(RMB.50/人) 

住 宿： 青島西海岸隆和喜來登酒店(5 星) 或 青島金石國際大酒店(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青島～(車程約 2.5HR)棲霞牟氏莊園～(車程約 1.5HR)煙台山公園～鬱金香廣場～煙台 

 

牟氏莊園：又稱牟二黑莊園。北方頭號大地主牟墨林家族幾代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整個莊園建築結構

嚴謹，緊固墩實，雄偉莊重，是中國北方規模最大、全國保存最為完整、最具典型性的封建地主莊

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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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台山公園：海拔 42.5 米，面積 45 公頃，是煙台市名由來。位於市區北端，三面環海、景色迷人，面

積 45 公頃，遼闊的海域，植被繁茂、海水清澈、礁石奇異，是集海濱自然風光、開埠文化、文物遺址、人文自然景觀和異國風

情於一體。煙台山有著 600 多年的滄桑歷史，是這座城市歷史重要象徵。 

 

鬱金香廣場：每年四月至五月是鬱金香盛開的日子，位於濱海中路萊山區政府前的虞美人廣場，大片的鬱金香絢麗綻放，像天邊

五彩的雲霞，給港城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每種顏色的鬱金香都有其浪漫的寓意，賞心悅目，芳香四溢，整個廣場都瀰漫著鬱

金香的香氣，滿溢著春天的氣息。註：由於花期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前往原景點

純欣賞，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酒店合菜(RMB.40/人) (晚餐) 三合園(RMB.50/人) 

住 宿： 貝斯特韋斯特煙台大酒店(準 5 星) 或 煙台輔特戴斯酒店(準 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4 天 煙台～(車程約 1.5HR)威海定遠艦～幸福門廣場～(車程約 1.5HR)天后宮～毓璜頂公園～煙台 

 

威海：山東省下轄的地級市，地處膠東半島最東端，北東南三面瀕臨黃海，北與遼東半島相對，東及

東南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隔海相望，西與煙台市接壤。  

定遠艦景區：位於山東省風光旖旎的海濱城市威海市的城區繁華地帶，主體景觀為按原貌複製再現的

清末北洋海軍旗艦～定遠號。歷史上的定遠艦，是 19 世紀工業文明的產物，因為武備強大、防護完

善，一度被譽為《亞洲第一巨艦》、《遍地球一等之鐵甲艦》，見證象徵了中國海洋上一段輝煌的往事。這艘軍艦又因濃濃的甲

午風雲，和在甲午海戰中的不屈表現，贏得了永不沉沒的"定遠"之稱，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一座海上圖騰。 

 

幸福門：被譽為威海之門，成為威海的標誌，代表著威海現代化的城市形象。坐落於威海港南側 100 米處，屬於幸福公園的景觀

之一。該公園綠化面積大、物種豐富，形成了完整的沿海綠化脈絡和生態軸線，整個公園的環境優美、視野開闊、空氣清新，是

威海市新的標誌性區域。 

 

天后宮：其主建築天後行宮是一座純正的閩南風格的廟宇，閩南紅磚大厝式的飛簷翹角之外，整座山門、大殿可是無處不雕，無

雕不美。更令人驚嘆的是，建於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天後行宮，其設計、建 築構件和彩繪等全部在泉州製作，並通過遙

遙海路運至煙台總裝而成!  

毓璜頂公園：因山頂有始建於元代的玉皇廟而得名"玉皇頂"。1893 年，煙台士紳為避玉皇大帝名諱，將"玉皇頂"改為"毓璜頂"，

並沿用至今。毓璜頂公園是煙台市區一處遊覽勝地，頂上的玉皇廟最早是元末一位全真教道長化緣集資，在山上修建三間廟堂，

供奉玉皇大帝。1982 年煙台市政府成立公園，重新整修中心景區玉皇廟及配套設施，並正式對遊人開放。 

餐 食：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老寧婆(RMB.40/人) (晚餐) 東上海鮮(RMB.50/人) 

住 宿： 貝斯特韋斯特煙台大酒店(準 5 星) 或 煙台輔特戴斯酒店(準 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煙台張裕葡萄酒博物館～(車程約 1.5HR)招遠淘金小鎮、淘金 DIY、黃金博覽園～(車程約 2HR)濰

坊 



 

張裕葡萄酒博物館(含品酒 1 小杯)：於 1992 年建館，坐落於山東省煙台市芝罘區六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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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張裕酒文化的百年歷

史，展廳還陳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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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1 小瓶張裕金獎白蘭地。 

 

淘金小鎮(淘金 DIY)：位於國家 AAAA 級風景區－中國金都山東招遠羅山黃金文化旅遊區的淘金小鎮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以淘金體

驗為主題的旅遊景點，由黃金主題體驗區、財神廣場、休閒娛樂區和綜合服務區組成，融黃金文化、財神文化、市井文化和民俗

文化於一體。從衙門督辦、鏢局驛站，到金鋪銀庫、酒肆戲樓，淘金小鎮完整地表現了宋代招遠的建築民俗、黃金交易民俗、飲

食民俗、娛樂民等繁華景象，濃縮了宋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時代特徵。遊客不僅可以親身體驗在淘金河裡"吹進狂沙始見

金"的收穫和樂趣，也可領略宋代殿台樓閣建築的清雅柔逸風采。 

 

黃金博物館：招遠黃金生產歷史逾千年，是中國最大的黃金生產基地，被譽為"中國金都"。該館通過文字、實物、模型等形式按

金都招遠的黃金資源、採金歷史、現代生產、產業發展和經貿往來五個部分進行介紹，是解讀黃金地質知識、黃金生產歷史及黃

金生產、冶煉工藝的理想場所。館內展現了招遠在悠久的黃金生產史中為我們民族的發展、復興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歌頌了勞動

人民的創造性智慧。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招遠舜和國際(RMB.40/人) (晚餐) 景芝小炒(RMB.50 人) 

住 宿： 濰坊藍海大酒店(準 5 星) 或 濰坊華美達酒店(準 5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6 天 濰坊楊家阜民俗村～(車程約 1HR)青州偶園街～井塘古村～黃花溪風景區～青州 

 

濰坊：以「世界風箏都」而聞名於世的濰坊，充分擅用當地的民俗旅遊資源，所規劃出的千里民俗旅

遊線，可說是開啟了中國民俗旅遊的先例，每年都吸引著數以千計的中外遊客，前來體驗齊魯文化的

結晶。 

 

楊家埠民俗大觀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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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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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塘古村：始建於明代景泰七年(1456 年)。據專家考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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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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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溪風景區：位於青州西南山區的廟子鎮，西鄰淄川的太和鄉，在泰和山景區以南的三華里處，距青州城區 45 公里。黃花溪

是一個山水俱佳的地方，這裡的山，山勢挺拔，斷崖聳立，這裡的水，水色澄碧，純凈清澈，景色優美，被眾多遊客稱為"北方

九寨溝"。 

註：黃花溪賞連翹，由於花期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青州人家(RMB.40/人) (晚餐) 酒店合菜(RMB.50/人) 

住 宿： 青州貝隆花園大酒店(4 星) 或 青州銀座佳悅酒店(4 星) 或 同級旅館 

第 7 天 
青州～青州博物館～(車程約 3.5HR)青島國學公園、車遊棧橋、八大關賞花、青島啤酒博物館～

嘉年華海上摩天輪～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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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大型廓"宜子孫"玉

璧為目前僅見有字漢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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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棧橋(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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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瓦綠樹交相輝映，各式建築參差錯落的分布在海岬坡地之上。現代化的高樓

大廈緊靠海岸拔地而起，壯麗輝煌。 



 

青島國學公園：位於城陽區占地 110 畝，由城陽區政府投資建設，總投資約 9800 萬元。公園規劃建設包括國學講堂、康城書

院、國學長廊等仿古建築，配合亭、軒、榭、小橋、水系設施，達到曲徑通幽、移步換景的效果；並建有牡丹園、百花園、臘梅

園、桂花園等園林綠化工程，形成月月有花看、四季各不同的綠化景觀。 

 

青島啤酒博物館(品酒+特色啤酒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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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關賞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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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花期極其短暫，如遇天候因素(下雨、颳風或氣溫...)其凋謝或未綻開，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內早餐 (午餐) 酒店合菜(RMB.40/人) (晚餐) 德式啤酒風味餐(RMB.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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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級旅館 

第 8 天 青島～青島流亭國際機場／桃園 

 

早晨享用酒店貼心小餐盒，結束愉快又充實，山東 8 八天精彩之旅，專車前往青島流亭機場，期待下

次再相逢。真心感謝您的參加。 

註:因回程航班早班機原因，無法在酒店享用早餐，今日早餐由酒店準備餐盒，貴賓在車上享用，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餐 食： (早餐) 酒店準備餐盒 (午餐) X 

住 宿： 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

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6 人以上(含)；最多為 40 人以下(含)，台灣地區將派遣合格領隊隨行服務。 貼心提醒：我們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在

不變更行程內容之前提下，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

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中國地區飯店規則說明： 

1.中國地區飯店評等以【星級】為準則，最高為五星、最低為一星。 

2.近年來中國地區逐步發展迅速，飯店如雨後春筍中增加，故會有一種【準星級】名詞出現，針對此現象提出說明如下： 

A、新酒店成立需經試營業一年後才能進行星級評等，但各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

等名詞產生。 

B、有些酒店未參與星級評等，但酒店在建立時會依各星級之規格建造設定，故會有準五星、準四星…等等名詞產生。 若有特殊

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大陸地區有部份四、五星

級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式住宿，若有貴賓指定要用加床方式住宿，遇到上述情況尚請諒解。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

後有所變動，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諒察。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

間內或著車上。 本優惠行程不適用當地台商或大陸人士。  

小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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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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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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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錦囊 
 

電話： 

人在台灣，打電話到中國大陸：台灣國際冠碼＋大陸國碼＋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002 ＋ 86 ＋ 當地區域號碼＋電話號碼 

例：從台灣打電話到上海為 002 ＋ 86 ＋ 21 ＋ 上海電話號碼  

人在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北：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台北區域號碼＋台北家中電話 



00＋ 886 ＋ 2 ＋台北家中電話 

例：00 ＋ 886 ＋ 2 ＋ 25221771  

人在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灣的行動電話：大陸國際冠碼＋台灣國碼＋行動電話 0 以後的號碼 

例：00 ＋ 886 ＋ 932.......(0932....不需撥 0) 

電壓： 

》中國大陸電壓為 220 伏特，插座為 2 孔圓形、2 孔扁型，（建議可自帶轉換插頭）。  

》在很多中、高檔酒店洗手間裝有供刮鬍刀、吹風機用的 110 伏特的電源插座。 時差： 

》中國大陸跟台灣無時差，格林威治標準時間+8 小時。 

》唯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作息時間晚中原時間 2 小時(因時區的關係)，但全中國統一為一個中原標準時間。 氣溫： 

中國氣候具有大陸性季風型氣候和氣候複雜多樣兩大特徵。冬季盛行偏北風，夏季盛行偏南風，四季分明，雨熱同季。每年 9 月

到次年 4 月間，乾寒的冬季風從西伯利亞和蒙古高原吹來，由北向南勢力逐漸減弱，形成寒冷乾燥、南北溫差很大的狀況。夏季

風影響時間較短，每年的 4 至 9 月，暖濕氣流從海洋上吹來，形成普遍高溫多雨、南北溫差很小的狀況。 

參考網站：中央氣象局、雅虎氣象網站 貨幣匯率： 

》人民幣：紙幣分別為 100 元、50 元、10 元、5 元、2 元、1 元。硬幣分別為 1、2、5 角，分的面額有 1、2、5 分。 

》外匯券現已不使用。 

》人民幣元的縮寫符號是 RMB￥。 

》大約美金 US1：人民幣 6.8(2017 年 5 月)。參考網站：中國銀行 飲水衛生： 

》在中國自來水是不可以直接飲用的，瓶裝礦泉水隨處可以買到。 

》在大中旅遊城市的街頭或遊覽場所，一般均設有免費以及收費洗手間(每次收 2 角、3 角)不等。機場、大型購物商場的洗手間，

均為免費。 

》本行程所設定的餐廳皆為中國政府相關單位所審查合格的餐廳，用餐環境、軟硬體設備以及待客服務方面已逐漸步入國際水

準。 語言宗教： 

》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家，有 56 個民族，80 種以上語言，約 30 種文字。 

》官方語言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稱為華語，大陸稱為普通話。 

》中國是有多宗教的國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藏傳佛教等。 風俗民情：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通過識別並經中央政府確認的民族共有 56 個。由於漢族以外的 55 個

民族相對漢族人口較少，習慣上被稱為少數民族，中國大陸各個省或是地區都有些不同的風俗民情，可參考以下網站了解更多有

趣的民間風俗。 

參考網站：中國民俗網、中國旅遊網 

安全守則 
 

為了您在本次旅遊途中本身的安全，請您務必遵守下列事項，這是我們應盡告知的責任，也是保障您的權益。  

【出境及搭機前】 請於班機起飛前二小時抵達機場，以免擁擠及延遲辦理登機手續。 領隊將於機場團體櫃台前接待團員，辦理登

機手續及行李托運之後將護照發還給團員。 團員領取護照後請一一檢查護照套內之各種簽證是否齊全，若有不齊請通知領隊。 依

各航空公司規定行李託運公斤數如下(超過規定重量需自付超重費)： 

*長榮(立榮)航班、中華(華信)航空、國泰(港龍)航空，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30 公斤)為限。 

*東方(上海)航空、山東航空，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0 公斤)為限。 

*南方航空、四川航空、海南航空、廈門航空、中國國際航空，託運行李以每人一件(23 公斤)為限，行李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 

*廈門航空，託運行李以每人二件(合計共 23 公斤)為限，單件行李長寬高總和不得超過 158 公分。 每人攜帶外幣現金以總值美金

一萬元為限，旅行支票不在此限。 進入海關後，如購買免稅物品，請把握時間按登機證上說明前往登機門登機。  

【注意事項及說明】 大陸地區氣溫較台灣低，可斟酌加帶禦寒衣物，冬季請帶保暖外套，尤其山區晚間較冷，如可能請攜帶雨

具，避免風寒。提醒您:因中國大陸航空安全法所規範，針對暖暖包則不允許攜帶入境。 大陸地區旅遊在食的方面，早餐都在住宿

酒店內使用(除香港、廣州、深圳外)，其他午、晚餐均安排在各地餐館使用中式餐食。 各旅遊地區遊客眾多，請特別小心隨身攜

帶之物品，以免被竊。 貴重物品以及個人重要物品請自行保管並隨身攜帶，請勿放置行李箱內、飯店房間內或著車上。 大陸地區

均使用人民弊，請在銀行兌換，切勿在外與不明人士兌換。 行李：原則上一大一小，小的使用肩帶式(名牌、標式)，大的堅固加

鎖鑰。 部分飯店房內有提供電熱水壺供入住旅客煮水用，此熱水壺僅供煮水使用，不可放入任何物品(EX：咖啡粉、茶葉、火鍋

料、泡麵不等)，並請注意切勿將熱水壺置於電磁爐上加熱，如有使用方式上之問題請務必詢問帶團領隊或飯店人員，否則造成危

安問題或毀損飯店設備時，可能須負相關責任。 衣服(A)冬季：帽子、圍巾、毛套、毛襪、衛生內衣褲、套頭毛衣、禦寒大衣、一

件口罩。 

  (B)夏季：與台灣夏天天氣一樣。 鞋子：女士盡量不要穿高跟鞋，最好穿平底休閒鞋，儘可能不要穿新鞋。 藥物：胃腸藥、

感冒藥、暈車藥、私人習慣性藥物。 自備物品：牙膏、牙刷、洗髮精、洗衣粉、面霜、眼鏡、陽傘、水壺、水果刀、刮鬍刀、計

算機、照相機、底片、生理用品。 大陸部分地區機場、車站設備較為落後，造成經常性誤點或班機取消，航空公司不負責賠償責

任，若導致行程延誤，短缺概不得退費，但團體會在條件允許下，儘量安排走完行程，若有不便敬請見諒。 禁止事項：不得嫖

妓，不得攜帶水果、古董及報紙入出境，儘量不要談論政治及相關話題避免無謂之麻煩。 購物時請務必注意幣值兌換。 大陸餐

廳、廁所休息站，皆賣絲綢字畫、雕刻品茶壺、茶葉…等等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SHOPPING 站)，這種情形為全

大陸性。 大陸遊覽車狀況絕不能與歐美、紐澳及東南亞線相提並論，因大陸經濟特殊且文化背景較一般不同，對觀光事業的認知

及重視有限。 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並記得要入

境隨俗哦。 政府規定自 87.10.01 起，不得自海外攜帶新鮮水果入境，若違反規定除水果被沒收外，將處 3 萬至 5 萬元罰款。 依



「大陸海關總署公告之 2005 年第 23 號公文」中指出，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凡進出大陸地區之旅客皆需於入出境時填寫海關申

報單。航空公司將於澳門或香港前往大陸各航點之班機上進行申報單之發送及機上廣播之宣導，請旅客特別注意。旅客通關時請

確實申報所攜帶之行李及物品，以免遭受當地海關予以徵稅。  

【國人旅遊購物免稅額規定】 每人可攜回新台幣 2 萬元免稅額購物商品。海關查出逾額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每人可再攜回五部

3C 產品為上限，海關查出未申報超出量將處分沒收或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