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 : 02-2563-4633 & 02-2571-5838 

傳真 : 02-2562-2269 

地址 :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2019/03/27【山東】泰山風景區、台兒莊運河古城 6 日 

NT:20,800 元/人 含稅(不含導領小費) 

行程特色 

●全程無購物站。車 上 貼 心 販 售 當 地 土 特 產 自 由 選 購 (紅 棗 、 阿 膠 、 木 耳 、 海 參 等 )。  

●三晚五星 東方影都萬達希爾頓酒店 或 萬達嘉華酒店(海景房) 或 同級、泰安五星萬達嘉華酒店或

同級。 

【特色餐食】海鮮蒸鍋RMB120/人。 

【貼心好禮】導覽耳機、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青島啤酒廠贈送啤酒一杯+花生一包。 

 

 

 



 



精選住宿 
●5★青島東方影都萬達希爾頓酒店 或 萬達嘉華酒店(海景房) 或 同等級旅館 

 
●準五★濟南陽光美爵酒店 或 銀豐華美達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5★泰安萬達嘉華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準五★清禦園君廷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參考航班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 1 天 CI531 桃園 09:20 青島 11:55 

第 6 天 CI550 徐州 16:50 桃園 19:20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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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內容 

ＤＡＹ１ 桃園機場／青島(青島啤酒廠含品酒、奧帆中心、五四廣場)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機直飛前往有著紅瓦綠樹，海天山城。東方瑞士之稱的「青島」。清末在德、

日的建築之下，青島有許多外國建築。青島海濱沙軟灘平，碧波輕湧，景致迷人。青島冬不嚴寒，夏

不酷熱的氣候條件，使得青島成為一個富有異國情調、適合度假休閒、旅遊或療養的都市。 

【青島啤酒廠】如今聞名中外，是中國啤酒的第一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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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船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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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在會場旁象徵帆

船的白色吊橋上，觀看比賽場地，您可感受奧運之氛圍。 

【五四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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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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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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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X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粵菜風味 RMB50/人 

住宿：★★★★★青島東方影都萬達希爾頓酒店 或 萬達嘉華酒店(海景房) 或 同等級旅館 

 

ＤＡＹ２ 青島(車遊棧橋、八大關、天主教堂外觀、信號山、德國總督府) 
【棧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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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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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關】是首批中國歷史文化名街，是最能體現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特點的風景區。所謂

"八大關"，是因為這一地區修築了大約 10 條道路，均以中國古代軍事關隘命名，包括縱向連接香港西

路的紫荊關路、寧武關路和韶關路，以及橫向交織的武勝關路、嘉峪關路、函谷關路、正陽關路、臨

淮關路、居庸關路和山海關路，俗稱為八大關。※11 月可賞紅葉，紅葉屬季節性大自然現象，若遇天

候因素致紅葉未紅或凋零，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請見諒！ 

八大關眾多的歐式古典建築，少數建於德國統治時期（1897-1914），絕大部分興建於 1930 年代。此

處與通常的中國城市風貌大異其趣，到處是大片的草坪，行人稀少。20 世紀初，德國佔領青島後，將

此地劃為德人居住區和狩獵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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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景點替換。 

【外觀天主教堂】中山路是青島市的百年老街，也是老城區最早的商業中心，兩旁的建築大都有百年

的歷史，很多店家也都是老字號的正宗老店。路上聳立一座天主教堂，是由德國設計師依據哥德式和

羅馬式建築風格而設計。教堂以黃色花崗岩和鋼筋混凝土砌成，表面雕以簡潔優美的花紋。窗戶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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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島地區

最大的哥德式建築，也是中國唯一的祝聖教堂，同時也是基督教建築藝術的傑作。 

【信號山】是市區較高的一座山，其山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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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前臨大海，背依市區，是觀賞前海景區和市區風貌的最佳觀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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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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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青島風味 RMB50/人 晚餐：海鮮蒸鍋 RMB120/人 

住宿：★★★★★青島東方影都萬達希爾頓酒店 或 萬達嘉華酒店(海景房) 或 同等級旅館 

 

ＤＡＹ3 青島－4.5H 濟南(大明湖、黑虎泉、曲水亭巷、泉城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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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湖】由城內眾泉匯流而成，水質清冽，遊魚可見，平均水深 2 米左右。沿湖 800 餘株垂柳環繞

和 40 餘畝白荷紅蓮，構成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美畫卷。濟南八景中的“鵲

華煙雨”、“匯波晚照”、“佛山倒影”、“明湖秋月”均可在湖上觀賞。 

【曲水亭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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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亭街，叫起來上口，聽起來順耳，極富文化韻味。曲水亭

街小橋流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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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風貌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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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魯菜風味 RMB50/人 

住宿：準五★濟南陽光美爵酒店 或 銀豐華美達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ＤＡＹ4 濟南－1.5H 泰安(泰山風景區+纜車上下、南天門、天街、唐摩崖刻石、碧霞

祠、玉皇頂) 
【玉皇頂】玉皇頂位於碧霞祠北面，是泰山主峰之巔，因峰頂有玉皇廟而得名。接近玉皇頂有一巍峨

巨石，上面刻有「五嶽獨尊」四個大字，十分具代表性。玉皇廟前平台上聳立著一塊高大的石碑，因

為通體無字，故稱「無字碑」，由頂蓋石、頂柱石和石柱三部分組成，高有4.95公尺，碑的兩側立有石

碑，記載了無字碑的來龍去脈。玉皇廟始建年代無可考，明代曾重修，正殿供奉玉皇大帝神像，殿前

有「極頂石」，刻有道教形象文字和「泰山極頂」，並標刻了泰山海拔1545公尺，石欄周圍掛滿信徒的

祈福鎖頭，香火鼎盛。極頂石西北有「古登封台」碑刻，說明了歷代帝王就是在玉皇頂築壇祭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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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

之風景名勝計有柏洞日觀峰、玉皇頂等。 

【南天門】南天門位於泰山十八盤的盡頭，海拔1460米，古稱“天門關”。坐落於飛龍岩與翔鳳嶺之

間的低坳處，雙峰夾峙，仿佛天門自開。由下仰視，猶如天上宮闕，是登泰山頂的門戶。 

【天街】位於泰山頂上，西起南天門，東到碧霞祠，全長六百公尺，是一條石砌步道。穿過南天門，

走上數十階樓梯，便可達天街，天街路面寬闊平坦，路的一旁是依著山勢而建的仿古店鋪，販售著紀



念品、泰山特產與祭祀用具，小吃店與飯店林立，而這裡就是岱頂主要的食宿購物集中地。人們漫步

天街，周圍多座殿宇，雲霧繚繞，行走其間，宛如置身仙境，是一條神韻天成的天上市集，「天街」一

名因此而來。天街坊於1986年重建，沿路步行將會經過青雲洞、孔子崖、北斗台、碧霞祠等景點。 

【唐摩崖刻石】泰山刻石兩千兩百多處，泰山的壯麗和歷史吸引了文人墨客前來朝山攬勝，他們賦詩

撰文，在此留下了豐富的文化作品。由山腳拾級而上，沿路刻石從秦朝到清代，展現各式書體。而碧

霞祠東北，壁石林立，題刻滿佈，人稱「大觀峰」，東為宋摩崖、中為唐摩崖、西為清摩崖。最負盛名

的就是唐玄宗的碑文《紀泰山銘》，俗稱唐摩崖，刻於唐開元十四年，西元726年，高13.2公尺，寬5.7

公尺，連同題額共1008字，書體為唐隸體，刻寫了封禪告祭的由來，頌揚泰山、表現大唐帝國的盛世

和唐初五位帝王的功績。泰山精湛的石刻藝術，被稱譽為「中國摩崖刻石博物館」， 實在是名不虛傳。 

【碧霞祠】碧霞祠位於岱頂天街與大觀峰之間，主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對婦女幼童的庇祐特別靈

驗。碧霞祠始建於西元1009年，壁上「萬代瞻仰」四字，蒼勁有力，建築巍峨氣派，完整保存了明代

建築規模和銅造鑄件，建築主體則屬於清代中晚期風格。進入大山門，正門上匾額豎寫「碧霞祠」三

個金色大字，正殿香亭供奉明代萬曆年間鑄造的碧霞元君銅像，而正殿東西為配殿，鐵瓦覆蓋，分別

供奉眼光神、送生娘娘。碧霞祠建築佈局周密，中軸線上，左右對稱，南低北高，層層遞進，是中國

高山古代建築史上的一顆明珠。 

【玉皇頂】玉皇頂位於碧霞祠北面，是泰山主峰之巔，因峰頂有玉皇廟而得名。接近玉皇頂有一巍峨

巨石，上面刻有「五嶽獨尊」四個大字，十分具代表性。玉皇廟前平台上聳立著一塊高大的石碑，因

為通體無字，故稱「無字碑」，由頂蓋石、頂柱石和石柱三部分組成，高有 4.95 公尺，碑的兩側立有

石碑，記載了無字碑的來龍去脈。玉皇廟始建年代無可考，明代曾重修，正殿供奉玉皇大帝神像，殿

前有「極頂石」，刻有道教形象文字和「泰山極頂」，並標刻了泰山海拔 1545 公尺，石欄周圍掛滿信

徒的祈福鎖頭，香火鼎盛。極頂石西北有「古登封台」碑刻，說明了歷代帝王就是在玉皇頂築壇祭天

的。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晚餐：農家宴 RMB50/人 

住宿：★★★★★泰安萬達嘉華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ＤＡＹ5 泰安─4H 棗莊台兒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台兒莊古莊含進城畫舫遊船+出

城時的電瓶車) 
台兒莊是山東省棗莊市的一個市轄區。位於津浦路台棗（莊）支線及台濰（坊）公路的交叉點上，扼

大運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門戶，在軍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此地因 1938 年春國軍在此血戰擊退侵華日

軍而聞名，史稱「台兒莊大捷」。 

【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台兒莊地處蘇魯交界，為山東南大門，徐州之門戶，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橫

貫全境，自古是南北漕運樞紐，戰略位置十分重要，歷史為兵 家必爭之地。1938 年發生震驚中外的

台兒莊戰役。台兒莊大戰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繼平型關大捷後的又一重大勝利，也是國共兩黨第

二次合作的光輝結晶。 台兒莊大戰紀念館占地 34000 平方米，總建築面積 6000 平方米。展覽館共有

三個展室，書畫館和全景畫館。整個紀念館融展覽館、書畫館、影視館、全景畫 館為一體，氣勢雄偉，

莊嚴肅穆。 

台兒莊運河古城，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的中心點，有“中國最美水鄉”之譽。歷史上的台兒莊集

八種建築風格(中國北方大院、徽派建築、水鄉建築、閩南建築、歐式建築、宗教建築、嶺南建築、魯

南民居八種建築)，幾十座廟宇（寺廟、文昌閣、道觀、泰山娘娘廟、媽祖閣、清真寺、基督教堂、天

主教堂等）於一體，這在中國是極為罕見的。  

【台兒莊運河古城】在歷史上就是一座水城，“汪”渠相連，隨“汪”而居，很有特色，是一座近百

條水街、水巷形成的水巷縱橫、以船代步的古水城。台兒莊是一座戰爭遺跡保留最多、中國唯一的二

戰紀念城市，被世人譽為“中華民族揚威不屈之地”；是古運河畔唯一一座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文

化名；是京杭大運河上唯一一座古碼頭、古駁岸等水工遺存完整的運河古城，城內留存有 3 公里明清

時期的古運河，被世界旅遊專家稱為“活著的運河”；是中國唯一一座東方古水城。中國第一座二戰



紀念城市，重建後的台兒莊古城，將成為世界上繼華沙、龐貝、麗江之後，第四座重建的古城台兒莊

古城。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辣子雞風味 RMB50/人 晚餐：中式合菜 RMB50/人 

住宿：準五★清禦園君廷酒店 或 同等級旅館 

 

ＤＡＹ6 台兒莊－2H 徐州(漢文化景區、水下兵馬俑、龜山漢墓)/桃園機場 
徐州市，古稱彭城，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為華夏九州之一。地處南北方過渡地

帶，為北國鎖鑰，南國門戶，是著名的帝王之鄉，有“九朝帝王徐州籍”之說，徐州是中國烹飪文化

的發源地，中國第一位養生學家彭祖的老家，是“道家基地，天師故里”，也是中國佛教的發源地，

中國最早的佛寺“浮屠仁祠”即誕生於此。 自古徐州是兵家必爭之地，古有九裡山古戰場，今有淮海

戰役新遺跡。 

【漢文化景區】原獅子山楚王陵和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整合擴建而成，位於徐州市區東部，總占地面

積 1400 畝。是以漢文化為特色的全國最大的主題公園，占地 1400 畝，囊括了被稱為"漢代三絕"的漢

墓、漢兵馬俑和漢畫像石，集中展現了兩漢文化精髓，它是徐州區域內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兩漢

遺風最濃郁的漢文化保護基地。整個景區"有俑有陵有漢畫、有山有水有古刹"，呈現為一部立體的漢

代史，成為集"兩漢三絕"為一體、國內最大的漢文化主題公園和國家 4A 級精品文化旅遊區，成為徐州

乃至江蘇的金名片，"傳承漢代文明，弘揚民族精神"。 

【龜山漢墓】位於徐州西北郊九裡山下，為西漢第六代楚王劉注的夫妻合葬墓。1981 年 2 月由附近農

民採石發現。龜山漢墓墓葬東西長 83 米，南北最寬處達 33 米，總面積達 700 餘平方米，幾乎將整個

山體掏空。共有 15 間大小配套、主次分明的墓室，臥室、客廳、馬廄、廚房一應俱全，井然有序，

是一座地下宮殿。南北兩條平行的甬道各長56米，沿中線開鑿最大偏差僅有5毫米，精度達到1/10000，

南北甬道之間相距 19 米，夾角為 20 秒，誤差僅為 1/16000，每條甬道有 26 塊重達 6-7 噸的塞石封堵。

龜山漢墓有許多不解之謎，因此被稱為“東方金字塔。 

前往機場，搭乘飛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愉快的山東之旅。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中式風味 RMB50/人 晚餐： 溫暖的家 

住宿：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