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島豪華之旅三亞住五星、椰風戲海韻、島嶼好假期六日☆★ 

【無購物、無自費】 

參考航班: 

日期 航段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2019/01/25 CI 523 桃園-海口 1520 1755 

2019/01/30 CI 524 海口-桃園 1905 2140 

★行程亮點 

宋城－三亞千古情景區+大型歌舞表演秀 

大型歌舞《三亞千古情》，是一生必看的演出，這裏有鹿

回頭的美麗傳說!!還能聽到落筆洞的萬年回聲，這裏能看

到鑒真東渡時的驚濤駭浪；有巾幗英雄冼夫人的蕩氣回腸

~~除了精彩的演出，景區內更有眾多主題樂園，精彩紛呈

的熱帶世界等你來冒險。景區內一年四季活動不斷，有黎

族三月三、潑水節、比基尼狂歡節、沙灘音樂節、啤酒節、

泥漿&ldquo;泡&rdquo;妞節、冰雪節等活動，熱浪來襲，

椰風、海韻、沙灘、比基尼美女的陪伴中，來感受這裏美

麗的夜晚、來尋找一段浪漫的邂逅。 

博鰲水城─博鼇是三江交彙的出海口，小小一方土地彙聚了江、河、湖、海、山、嶺、泉、島

嶼——八大地理地貌，是亞洲唯一、世界少有的生態地理奇跡。

您只要進入“博鼇東方文化苑”便可將八大景觀一覽無餘。博鰲

水城這裏是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性會址，博鰲水城區域內融江、

河、湖、海、山麓、島嶼于一體，集椰林、沙灘、奇石、溫泉、

田園等風光于一身。玉帶灘是一條自然形成地形狹長的沙灘半

島。南海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內側萬泉河，沙美內海的湖光山

色，內外相映，構成了一幅奇異的景觀，其他地形地貌酷似美國的邁阿密、墨西哥的坎昆、澳

大利亞的黃金海岸，在亞洲可謂僅此獨有。玉帶灘北部於 1999年 6月被以《分隔海、河最狹窄

的沙灘半島》而認定為金氏世界紀錄。 

非誠勿擾 2拍攝地【石梅灣】石梅灣是個待開發的景區，海灘還未開始收費，這裡海很藍，

沙很細，綿延的海岸線一側是一望無際的大海，一側是青皮樹林，海上偶爾還漂著豐收的漁船，

構一副獨特的南海風景。在 2011年，電影《非誠勿擾》在此海域取景，隨著電影的熱映，這片

海闊天空又稍帶靜謐安逸的石梅灣成了三亞遊人心中「最嚮往的海域」之一。 

三亞亞龍灣國際玫瑰谷(含電瓶車) ─位於海南省三亞市亞龍

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內， 占地面積 2755畝。 亞龍灣國際玫瑰

谷景區以美麗•浪漫•愛為主題，以農田、水庫、山林的原生

態為主體，以五彩繽紛的玫瑰花為載體，集玫瑰種植、玫瑰文

化展示、旅遊休閒度假于一體的亞洲規模最大的玫瑰谷。 



亞龍灣─海水蔚藍清澈，能見度高達 9米，年平均海水溫度 22-25.1°C，終年可游泳。 亞龍灣

以亞龍灣中心廣場為中心點，並有蝴蝶谷和貝殼館供遊人遊覽。南邊碼頭巨石嶙峋，形狀奇特，

有搖搖欲墜的「天涯飛來石」、栩栩如生的「蛇口」和巧奪天工的「狼口」。灣內共有 5 個島嶼，

海面上以野豬島為中心，野豬島可以登陸，在海底世界入口買票，排隊上船再排隊上島。亞龍

灣內各類豪華別墅、度假村雲集，眾多國際知名酒店可供挑選，比如萬豪，希爾頓，喜來登，

麗思卡爾頓等等，由於海岸是這些酒店的真正魅力所在，亞龍灣的水質因此得到了從維持到使

用的最好保護，生態環境良好。 

 

第一天  桃園/海口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為貴賓們辦理登機手續後，搭機直航飛往海南省省會～海口。位

於海南島最大的河流—南渡江出海之口，故得名；環境優美，繽紛的霓虹燈與成行的椰子樹是

海口最具特色的景象，因而又有《椰城》之稱。抵達後專車前往餐廳享用晚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X X 剁椒魚頭風味 60RMB 
住宿：★★★★海口盛福樂康年度假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二天  海口～博鰲水城(萬泉河、船遊玉帶灘)南灣猴園(含往返纜車)～三亞～美麗之

冠文化會展中心~千古風情景區 

  

 

 

 

 

 

【博鰲水城】博鼇是三江交彙的出海口，小小一方土地彙聚了江、河、湖、海、山、嶺、泉、

島嶼——八大地理地貌，是亞洲唯一、世界少有的生態地理奇跡。您只要進入“博鼇東方文化

苑”便可將八大景觀一覽無餘。博鰲水城這裏是博鰲亞洲論壇永久性會址，博鰲水城區域內融

江、河、湖、海、山麓、島嶼于一體，集椰林、沙灘、奇石、溫泉、田園等風光于一身。. 

玉帶灘是一條自然形成地形狹長的沙灘半島。南海煙波浩渺，一望無際，內側萬泉河，沙美內

海的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了一幅奇異的景觀，其他地形地貌酷似美國的邁阿密、墨西哥

的坎昆、澳大利亞的黃金海岸，在亞洲可謂僅此獨有。玉帶灘北部於 1999 年 6月被以《分隔海、

河最狹窄的沙灘半島》而認定為金氏世界紀錄。 

註 1：安排於博鰲水城乘船順著萬泉河沿途而下來到玉帶灘。 

【南灣猴島】海南於 1965年在島上建立獼猴保護區～，面積 100公頃，山上大小岩洞無數，奇

岩怪石嶙峋，灌木叢生，樹木成蔭，四季花果飄香；該島是中國唯一的島嶼型獼猴自然保護區，

島上風光秀麗，氣候溫和，是獼猴生息繁衍的理想樂園。現有獼猴 29 群，共 1800 多隻，有 4

群已被馴化成功，可供遊人觀賞逗樂。 

【美麗之冠文化會展中心】三亞市地標性建築，猶如一朵巨型花冠呈現在萬綠叢中。美麗之冠

文化會展中心是為 2003年 12月 6日在三亞市舉行的第 53屆世界小姐總決賽而專門興建的比賽

會場，隨後又在這裏接連舉辦了第 54、55界世界小姐總決賽，第 14 屆中國電影金雞百花電影



節，2007 世界先生總決賽以及新絲路中國模特大賽等重大賽事活動，因而名聞中外。 

※特別贈送:宋城－三亞千古情景區+大型歌舞表演秀+90分鐘按摩舒壓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三江風味 RMB50 粵菜風味 RMB60 
住宿：★★★★★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三天 三亞～亞龍灣國際玫瑰谷(含電瓶車)～亞龍灣沙灘～三亞鳳凰嶺公園（含纜車）

～大東海風景區～三亞 

 

 

 

【三亞亞龍灣國際玫瑰谷(含電瓶車)】位於海南省三亞市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內， 占地面積

2755畝。 亞龍灣國際玫瑰谷景區以美麗•浪漫•愛為主題，以農田、水庫、山林的原生態為主

體，以五彩繽紛的玫瑰花為載體，集玫瑰種植、玫瑰文化展示、旅遊休閒度假于一體的亞洲規

模最大的玫瑰谷。 

【亞龍灣】海水蔚藍清澈，能見度高達 9 米，年平均海水溫度 22-25.1°C，終年可游泳。 亞龍

灣以亞龍灣中心廣場為中心點，並有蝴蝶谷和貝殼館供遊人遊覽。南邊碼頭巨石嶙峋，形狀奇

特，有搖搖欲墜的「天涯飛來石」、栩栩如生的「蛇口」和巧奪天工的「狼口」。灣內共有 5個

島嶼，海面上以野豬島為中心，野豬島可以登陸，在海底世界入口買票，排隊上船再排隊上島。

亞龍灣內各類豪華別墅、度假村雲集，眾多國際知名酒店可供挑選，比如萬豪，希爾頓，喜來

登，麗思卡爾頓等等，由於海岸是這些酒店的真正魅力所在，亞龍灣的水質因此得到了從維持

到使用的最好保護，生態環境良好。 

【石梅灣沙灘】石梅灣是個待開發的景區，海灘還未開始收費，這裡海很藍，沙很細，綿延的

海岸線一側是一望無際的大海，一側是青皮樹林，海上偶爾還漂著豐收的漁船，構一副獨特的

南海風景。在 2011 年，電影《非誠勿擾》在此海域取景，隨著電影的熱映，這片海闊天空又稍

帶靜謐安逸的石梅灣成了三亞遊人心中「最嚮往的海域」之一。 

【三亞鳳凰嶺公園（含纜車）】海拔約 400米，是全三亞市的制高點。坐落于市區鳳凰路一側，

是三亞市唯一能夠全覽“四灣一景”、城市建築和地貌景觀的山頂公園。景區以神秘秀麗的熱

帶雨林，壯美開闊的天涯風光，厚重和美的鳳凰文化，全方位打造真實愜意的人間仙境,讓您在

鳳凰嶺上也能遍遊天涯海角。鳳凰嶺上的原始森林是國家重點生態保護林，植被繁茂，物種豐

富。嶺上現存高等植物 50科 640種以上，野生動物 32種以上，是地處北緯 18°的真正熱帶森林，

被稱為“三亞之肺”。 

【大東海風景區】背靠青山，東南平行走向的兩條小小的山脈，恰似兩道巨岩築成的屏障環抱

著海灣。長達千米的潔白沙灘邊圍，一排排高大聳翠的椰樹擎著巨型綠傘給海灘遮陽，這裡，

沒有刺骨的寒流，沒有連綿的陰雨，四季如春，常年朝霞撒玉，麗日鋪銀，夕照流金。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三亞風味 RMB50 海鮮風味 RMB60 
住宿：★★★★★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四天  三亞～鹿回頭～蘭花世界～椰夢長廊～白鷺公園～三亞 

 

 
 
 
 
【鹿回頭】鹿回頭是中國海南省三亞市的一處海濱風景區，是位於市中心區南面三亞河對岸伸

入海中的一座小山，整個三亞的制高點，在這裡可以俯瞰北面的三亞市中心區和東面的大東海

海灘，並遠眺南面一望無際的南海。山頂上樹立一座 12 米高的石雕，表現青年獵手和回頭梅花

鹿變成美麗少女的故事。三亞也因此稱為鹿城。 鹿回頭雕塑為海南著名雕塑家、畫家林毓豪的

作品，他根據這一古老的黎族神話故事進行創作。在創作期間為這件作品跋山涉水尋找最佳的

地點，最後選中了這一地方。其作品還包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紀念碑。 

【蘭花世界】全球規模最大的熱帶蘭花主題公園,又是蘭花科普教育基地,內有國內外各種蘭花

近 3000 種、200 多萬株，其中包括各種稀有珍奇的野生蘭花 300多種。占地面積約為 390畝，

前期開發 125.23畝。是以蘭花文化、蘭花叢林和趣味蘭藝為主題，集自然古樸、生態教育、蘭

花觀賞、蘭花飾品休閒娛樂、特色美食等為一體的生態型旅遊休閒遊覽主題公園。景區運用中

國古典園林造園思想、借鑒東南亞景觀造園的一些手法，結合造園材料的應用，通過上千種源

自歐洲、非洲、南美洲以及東南亞一帶的各國名貴熱帶蘭花品種，進行藝術點綴組合，充分展

現熱帶蘭花的樹生、岩生和地生等自然生長習性，令遊人感悟到：芝蘭生於深林、綠玉叢中紫

玉條的蘭花生態古典意境。 

【椰夢長廊】海邊綠地上散步，迎著習習的海風整理心情，或做一次深呼吸多汲取世界上空氣

指數僅次於古巴哈瓦那的清新空氣，最棒的莫過於和伴侶一起體會閑步美麗海岸的動人時光。 

【白鷺公園】位於三亞市臨春河畔，地處三亞市城市東部，向西隔河與三亞市中心相望，向東

與市區最高點鳳凰嶺相連，總設計面積為 25.7公頃。公園分為椰林風情區、綠島錦簇區、鏡湖

銀波區、海天一色區、紅樹迷園區和閑得茗香區等幾大區。公園中心的小湖叫白鷺湖”，約有 9

萬平方米水面積。由於離居民區較遠，公園內遊人很少。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白鷺才能悠

然的在園內來回走動，湖邊、湖心到處是白鷺，這裡儼然成為白鷺的天堂。 

 

第五天  三亞～椰田古寨～興隆～華僑文化巴厘村～興隆藥用植物園～海口 

 

 

 

【椰田古寨景區】位於海南省陵水縣，東線高速英州出口處，距三亞市 20多公里，占地面積上
百畝。與著名的蜈支洲島、南灣猴島等風景區隔海相望、交映生輝，是海南省新興的展示苗家
文化風情的視窗。這裏四季如夏，氣候宜人，椰樹成林，以你的自然人文景觀與濃郁的民俗風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養生宴 RMB50 三亞家常菜 RMB60 
住宿：★★★★★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或 同級旅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9C%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9C%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7%E6%B5%B7_(%E4%B8%AD%E5%9B%B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8%8A%B1%E9%B9%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85%E8%8A%B1%E9%B9%BF


情融為一體，蔚為壯觀。 
【華僑文化巴厘村】以興隆南洋歸僑文化為背景，以愛國之情、思鄉之意為切入點，通過南洋
風情、風俗、風光、風味，將興隆南洋歸僑回國後的生活串聯起來，從多側面詳實記錄、全方
位真實呈現出來，是海南島唯一沒有重複主題的歸僑文化景區。 
【興隆熱帶藥用植物園】建於 1960年，由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引種建設，
海南分所是海南省唯一從事南藥的資源保護、引種栽培和開發利用的國家級研究單位，坐落于
祖國美麗南疆的寶島——海南島興隆旅遊區內，氣候宜人，風景秀麗，豐富多樣的藥用植物種
質資源構成了一幅幅如詩如畫的南國美景。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陵水風味 RMB 50 海南四大名菜 RMB 60 

住宿：★★★★海口盛福樂康年度假酒店 或 同級旅館 

 
第六天  海口～馬鞍嶺火山遺址公園～騎樓老街(車遊)～海口鐘樓(車遊)～日月廣場～
五公祠(蘇公祠)～海南省博物館～機場／桃園 
【馬鞍嶺火山遺址公園】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口群，位於海南島東北部的瓊山市石山境內，
數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形成了 36個火山口群，主峰馬鞍嶺海拔 222米，地下溶洞數百個，是“天
然的火山博物館”。方圓數百里生長上千種的熱帶植物、果林，植物學家譽為最完整的熱帶植
被叢落。由火山群構成的火山奇觀，被稱為最罕見的旅遊勝地，被譽為《中國第一火山口》。
【海口騎樓老街(車遊)】兩旁盡是百年歷史的充滿南洋建築風情的騎樓。老街騎樓大多是上世
紀初一批批從南洋回來的華僑所建。騎樓外表乍看斑駁古拙，仔細欣賞時發現那些建築上大多
布滿優雅細致的雕塑和洋派的裝飾，很有些巴羅克的味道。 
【海口鐘樓(車遊)】被列為《海口八景》之一，歷史悠久，最早是為適應對外通商而建立，已
成為海口的最重要的標志性與象徵性建築物之一，依街傍水，姿影綽約，景致十分幽雅。 
【五公祠(蘇公祠)】為一組古建築群的統稱，它由觀稼堂、學圃堂、東齋組成，並和蘇公祠 、
兩伏波祠及其拜亭、洞酌亭、粟泉亭、洗心軒、遊仙洞先進連成一片，建築面積 2800 餘平方米，
連同園林、井泉、池塘約佔地 100畝。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重修，後又
多次修繕，現仍是熠熠生輝。 
【海南省博物館】位於海口市國興大道 68號，2008 年 11月 15日正式開館。該館第一期工程占
地面積約 18000 平方米，展廳面積約 8000平方米；設有 10個展廳，對海南的歷史、少數民族
文化、海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南文物等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展出的文物有 1000多件，能讓
參觀者穿越時空隧道，領略海南島的歷史奇觀、古代文明及海南島人的精神。 
註:海南省博物館周一休館，因屬政府機關部門，可能有臨時休館的情形，屬不可抗拒因素請多
見諒包涵。午餐後驅車前往機場搭機直飛返回台灣，結束此次海南風情之旅。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海南雞飯 RMB  50 機上簡餐 
住宿：★★★★★★★溫暖的家 
 
 

 
正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allnew-tour.com 
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段 54號 9樓 

TEL：（02）2521-7277   FAX：（02）2568-2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