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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數 地   點 航   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KA 465 08:00 09:35 

第 1 天 香港 青島 KA 950 10:25 13:35 

第 8 天 青島 香港 KA 951 14:35 17:55 

第 8 天 香港 高雄 KA 456 18:5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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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美景】：濱海城市青島：青島原指小青島，也叫琴島，以島上的山岩聳秀，林木蓊

鬱得名。青島小魚山、八大關等，漫步在青島別有一翻異國情調。 

第 1天   高雄/香港/青島【五四廣場、奧運帆船中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青島。 
【五四廣場】青島市新城區中具有代表性的景點非「五四廣

場」莫屬。主要是紀念以「回收青島」為訴求所發起的「五

四運動」。有大型草坪、音樂噴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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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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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基調和

張揚騰升的民族力量。 

【奧運帆船中心】占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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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幾何架構的完美呈現，讓觀看比賽場
地的您，可感受奧運之氛圍。所有建設都是依照「可持續發展，賽後充分利用和留下奧
運文化遺產」的原則打造，充分發揮青島的海洋科技優勢，努力塑造「海上奧運」一大
特色，把青島打造成中國著名的「帆船之都」，讓青島走向世界。 
 

  餐食:   早:X                 午:機上簡餐     晚:青島風味 ¥ 50/人                                                                          
  宿:青島金石國際大酒店（准 5星）或同級                                                                                          

 

第 2天  青島   榮成   楮島海草屋                                                           

【迎賓館】背倚風景如畫的信號山公園，與中國海洋大學、基督教堂等遙遙相對，地理

位置突出，環境幽雅。迎賓館原是德國駐膠澳（即青島）總督的官邸，故名“總督官邸”，

俗稱提督樓。由德國建築師拉查魯維茨設計，建築總監為施特拉塞爾，青島迎賓館始建

於19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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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是青島建築的奇葩。它位於青島信號山南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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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面海，氣勢雄偉，因建築材料大量採用青島優質花崗岩，故又稱「石頭樓」。它是一座

典型古堡式建築，是德王威廉時代典型的建築式樣，如今這種建築在歐洲本土也極為罕

見。 內部佈局典雅華貴，氣派不凡，置身其中可享受到濃鬱的歐洲宮廷氣氛，迎賓館又

是一座博物館，收藏著東西各國的稀世珍品。 

【基督教堂】青島基督教堂是青島一著名的宗教建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青

島市市南區江蘇路15號內小山丘上，東鄰美麗的信號山公園。教堂始建於1908年，解放

後為青島醫學院附屬醫院使用。1980年11月2日恢復禮拜活動。 

【天主教堂】此教堂以黃色花崗岩和鋼筋混凝土砌成，表面雕有簡潔優美的花紋，窗戶

為半圓拱形，線條流暢，顯得莊重而樸素。大門上方設一巨大玫瑰窗，兩側各聳立一座

鐘塔，塔身高 56米，紅瓦覆蓋的錐形塔尖上為巨大十字架，塔內懸有四個大鐘。教堂裝

飾係採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形式。為青島地區最大的哥特式建築，亦是中國唯一的祝

聖教堂，同時也是基督教建築藝術的傑作。並列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景點。 

【青島德國風情街】──曾經的“洋行一條街”“青島的華爾街”。 1897 年德國藉機

佔領青島，青島淪為殖民地，當時德國大舉進駐青島。由於館陶路鄰近膠海關、後海碼

頭和大港火車站，占地利之便，德國駐膠市政當局在此規劃「洋行區」，最繁華時期洋行

達 50家之多，而各國的駐青島機構最初也先在這裡建立。之後青島歷經兩此日本佔領，

也帶來不小的影響，在 30年代時已成為青島的金融經濟中心，還被稱為「青島的華爾街」，

對華東地區的出口轉口貿易有莫大的影響力。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水煎包風味¥ 50     晚:中式合菜 ¥ 50/人                                                                          
  宿:尼士海泰大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榮成  濰坊  青州博物館                                          

【青州博物館】1984 年建設新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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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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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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塘古村始建於明代景泰七年（1456年）。是一座歷經 500餘年滄桑風雨，

依舊保存較完好的明代建築風貌的古村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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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泉也是青州母親河“南陽河”的源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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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德古街】昭德古街一直是回族聚居區，民族特色濃郁。青州有2200年的建城史，城區

內先後建過廣縣城、廣固城、東陽城、南陽城四座古城。今青州城內，仍保存有明清時

期的古街。較為完好的有棋盤街、昭德街、衛街、偶園街、北門街、北關街等，這些街

道首尾相連，綿延5公里，被稱為《十裡古街》。棋盤街，位於東關，由昭德街、北閣街、

糧食街等構成棋盤狀而得名。兩邊多為老店鋪，青磚小瓦，古式的木質活插板門，依稀

可見當年這裡商賈雲集、遊人如織的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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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一直延伸到青州南陽城的南門阜財門，全長兩華裏有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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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園古街據保守估計，不會晚於隋唐時期，北齊時

期，南陽城就已形成了很大的規模，特別是經過隋唐時期的迅速發展，南陽城的規模一

舉超過東陽城，這也為明清時期偶園街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偶園古街經過

多年來大規模的整修復原，不僅恢復了偶園街兩邊明清建築的風格，代表著古青州歷史

文化的石坊也被一座座豎立起來，一千多年歷史滄桑的偶園街，再現了它的歷史風貌 

【青州宋城夜遊】是青州市打造古城風貌的第一個城，總面積約2000畝。“宋城”建設以萬

年橋為中心，將按照《清明上河圖》中的內容和建築風格，在南陽河上一公里餘長 

的“宋城”範圍內，恢復歷史上的虹橋、表海亭、歸來堂、商業店鋪、風俗表演等場所， 

充分展示宋朝輝煌的文化和民風習俗，將其打造成為青州歷史文化的一個新亮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AF%E6%B3%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9%98%B3%E6%B2%B3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8%8E%E4%B8%8A%E6%B2%B3%E5%9B%B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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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青州人家¥ 50     晚:青洲風味¥ 50/人                                                                          
  宿:青州貝隆花園大酒店(準五星)或同級                                                                                       

 

第 4天  青州  濟南  黑虎泉 大明湖 船遊護城河 …….                                  

【黑虎泉】是濟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居於《黑虎泉泉群》之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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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人心魄，令觀者無不驚歎，夜色中遠遠聞聽更是聲如虎吼。因其聲、色特點而得名。泉

源處於懸崖下一深 3 公尺、高 2 公尺、寬 1.7 公尺的深邃天然洞穴中。水清澈見底，寒

氣襲人。洞口由青石壘砌，內有巨石盤曲伏臥，上生苔蘚，猶如猛虎深藏。泉水從巨石

下湧出，湍擊岩石，發出震天的鳴響，驚人的吼聲在洞中回蕩，酷似虎嘯，故名。 

【五龍潭】也叫烏龍潭、龍居泉，是三大泉群的主要泉眼之一。潭池石砌，長 70米，寬

35米，水深 4米餘，潭池溢水標高 25.80米，常年湧水，久旱不涸，湧水量 8600～43000

立方米/日，居本泉群諸泉之首。相傳昔日潭深莫測，每遇大旱，禱雨輒應，故元朝初年，

在潭側建廟，內塑五方龍神，此後便稱五龍潭。 

【大明湖】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美譽直至金代使稱大明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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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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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城河遊船三站（黑虎泉至泉城廣場）、漫步老城區、小麗江後宰門酒吧街】 

【百花洲】在濟南大明湖南門牌坊一路之隔,有一碧波粼粼的小湖,面積 7000 餘平方米,

岸邊弱柳臨風,嬌柔婀娜。一條青石板路環繞著小湖,湖中蓮荷叢生,紅花朵朵,這便是百

花洲。 百花洲的水是從珍珠泉、芙蓉泉、王府池子等諸泉彙集成曲水(河),沿曲水亭街

流到百花洲,之後注入大明湖。走在老石材鋪就的石板路上,滿眼都是老牆老磚老門老院,

這個街區最大限度地還原了老濟南的生活。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青州人家¥ 50     晚:青洲風味¥ 50/人                                                                          
  宿:青州貝隆花園大酒店(準五星)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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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街】一帶，是現今濟南市中心碩果僅存的舊城區，狹窄的街道兩旁，排列著破落的

兩、三層樓高的西式樓房。雖為一條窄巷，裡面可是佈滿了各式各樣的街頭小吃，陣陣

飄出熱騰騰的飯菜香和水蒸氣，還有遊客滿街喧囂聲，讓這條小街又再次活絡了起來。 

第 5天  濟南  黃河森林銀杏公園   台兒莊                                  

【黃河森林公園賞銀杏】黃河森林公園，位於山東省濟南市黃河北岸，占地 1500 畝，到處

春意盎然。公園擁有各種林木 30萬株，綠樹嫩葉鬱鬱蔥蔥，森林氣息自然清新，浸潤肺

腑清香誘人，令遊客心曠神怡。濟南市槐蔭區黃河河務段萬米堤防一側的 1100多畝銀杏

林有濟南最美的秋色。銀杏林 30多萬株、寬 100米、綿延 15公里的「銀杏長廊」，成為

黃河流域規模最大銀杏林。 

【臺兒莊古城】被乾隆皇帝稱為《天下第一莊》，成為世界上繼華沙、龐貝、麗江之後，

第四座重建的古城，世界第三座二戰城市，全國唯一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古城景區在文

化展示上，圍繞大戰化、運河文化和魯南文化，是運河文化的活化石；擁有京杭大運河

僅存最後 3公里古運河，世界旅遊組織稱《活著的運河》。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中式合菜¥ 50     晚:古城風味¥ 50/人                                                                          
  宿:臺兒莊荷田客棧或住宿島客棧（准 5星）                                                                                      

 

第 6天  棗莊  臨沂                                                         

【銀杏林】邳州擁有 30餘萬畝銀杏森林公園，是目前享譽中外的銀杏成片園，先後被命

名為中國銀杏之鄉、國家銀杏博覽園、銀杏森林公園、銀杏標準化示範園、國家級藥源

基地等稱號。漫步銀杏園中，宛如走進了無邊無際的銀杏森林仙境，既有上千年樹齡飽

經滄桑的老樹，又有生機勃勃亭亭玉立的新樹，滿目樹影婆娑，令人陶醉，流連忘返。 

【沂河公園】當年規劃設計，當年施工建設，當年竣工完成。該工程堅持了以人為本的

規劃設計理念，堅持了“六個結合”的原則，即與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修編相結合，與 

排汙管網建設和環境保護相結合，與改善周邊環境交通相結合，與水利防洪相結合，與

園林綠化相結合，與旅遊規劃開發相結合，充分利用穿城而過的沂河寶貴資源，做好“親

水”文章，體現山水園林城市的特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E%E5%8D%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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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中式合菜¥ 50     晚:古城風味¥ 50/人                                                                          
  宿: 臨沂世尊伯爵酒店（准 5星）                                                                                    

 

第 7天  臨沂  青島    竹泉村、八大關漫步 膠州灣海底隧道                                                   

【竹泉村】位於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北部，距縣城 12公里。元明時期叫做泉上莊，清朝

乾隆年間改名竹泉村。在這裏，泉依山出，竹因泉生。自元明以來，村民繞泉而居，砌

石為房，農耕為業。竹林隱茅舍，家家臨清流，田園瓜果香，居者樂而壽，是中國北方

難得一見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環境。古村背靠玉皇山，中有石龍山，左有鳳凰嶺，右有香

山河，前有千頃田，是中國傳統的風水寶地。 

【八大關漫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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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

關為聞名於世的旅遊療養區，東起太平角、西至匯泉角、北到岳陽路、南至海邊，分為

八大關別墅區、太平角旅遊度假區、太平角、匯泉角以及岳陽路休養療養區五部分。因

這裡有八條馬路，路名皆以中國長城的八個關隘（山海關、嘉峪關、武勝關、甯武關、

居庸關、韶關、紫荊關、正陽關）命名，所以稱為「八大關」。雖然之後又加了二條路（函

谷關、臨淮關），但是八大關的舊名依然沿用至今。裡是青島著名的別墅區，這這裡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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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州灣海底隧道】中國最長的海底隧道。隧道全長 7800米，分為路上和海底兩部分，

海底部分長 3950米。該隧道位於膠州灣灣口，連接青島和黃島兩地，雙向 6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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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中式合菜¥ 50     晚:漁家宴¥ 50/人                                                                          
  宿:金石國際大酒店（准 5星）                                                                                    

 

第 8天  青島棧橋、小魚山、青島啤酒博物館 / 香港 / 高雄                            

【棧橋】俗稱前海棧橋。初建於清光緒 18年，初為鐵碼頭，為提供運送軍用物資和訓練

水軍之用，是青島最早的軍事專用人工碼頭。是青島的象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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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次的重修和改建之後，現在的橋身長達

440公尺、寬 8公尺，與青島市內最繁華的中山路呈一條線，由海岸直伸入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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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在海岬坡地之上。現代化的高樓大廈緊靠海岸拔地而起，

壯麗輝煌。 

【小魚山】是青島市於八十年代重新規劃的十個山頭公園之一，園內建築主要以大海為
主題突出魚的特色，小魚山座落於青島市的南端，因靠近魚山路而得名，海拔約 60多公
尺，山勢不高，卻是眺望青島老城區的最佳景點。「覽潮閣」為小魚山的主體建築，為高
18 公尺三層八角閣樓。閣樓內有螺旋式樓梯，外有護欄平臺。往前觀望可以看到整個海
灣，第一海水浴場、小青島與棧橋等景觀盡收眼底青島前海一線的『紅瓦綠樹、藍天碧
海』的市區風貌可一覽無遺。 
【青島啤酒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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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酒店內自助餐       午:大饅頭風味¥50     晚:機上簡餐¥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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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期 : 106 年 11 月 19 日 

   

◎刷卡價: NT$ 25000 元(不含證照費用、領隊、導遊、行李小費、現金退 NT500)                                                  

  
※ 應備基本資料 : 

1.無護照者:身份證正本、2 吋半身彩色照片兩張、退伍令(除役者免) ……………… NT$ 1,400 

2.新辦台胞證:身份證影本、護照正本、2 吋半身彩色照片一張 ……………………… NT$ 1,700 

 

 
           

 

 

 

天數 地   點 航   班 起飛時間 到達時間 

第 1 天 高雄 香港 KA 451 08:00 09:30 

第 1 天 香港 青島 KA 950 10:20 13:30 

第 8 天 青島 香港 KA 951 14:35 18:10 

第 8 天 香港 高雄 KA 456 19:00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