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現山東～青島賞櫻花、美麗台兒莊、肥城桃花林
濰坊牡丹園八日(含稅、無購物、無自費)
出發日期：2019/3/28、31

4/04
現金優惠價：25900

元/人 起

(含稅)
數量有限，要搶要快！

行程介紹

★泰安肥城桃花季：花期約每年 4 月上旬至 5 月
泰安肥城桃花節是山東文化節的組成部分，每年 4 月至 5 月之間舉行。肥城是桃文化的勝地，肥城桃聞名中
外，以個大、肉肥、味美而著稱，是歷代皇室貢品，種植面積已達 10 萬畝，榮獲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世界
最大桃園。每年桃花節肥城桃花如雲似霞，萬樹爭艷。肥城桃主要分佈在儀陽鄉、新城辦事處和桃園鎮。桃
源世界風景區是近幾年來開發建設的一處重點觀賞景觀。每到春天，這裡桃花漫山遍野、爭奇鬥艷，是一處
賞花遊玩的理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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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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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萬樹疊櫻的一裡半長櫻花長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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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兒莊古城：
台兒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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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大戰文化、運河文化和魯南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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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航班: (此為暫定航班,依出團通知書為主)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BR762

台北(桃園)

濟南

17:15

20:05

回程

BR761

濟南

台北(桃園)

21:04

23:45

行程內容 :
第一天 桃園／濟南
今日集合桃園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濟南遙牆國際機場，位於濟南市曆城區遙墻鎮，距市中心 28.5 公里，
中國最重要機場之一，也是山東航空公司、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和深圳航空公司的基地機場。濟南山東省會，
位於山東省中西部，具有 4000 多年的歷史，自古即有「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博得「泉城」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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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 X
午餐: X
晚餐 : 機上餐食
住宿 :

濟南鴻騰國際大酒店(4 星) 或

濟南銀座佳悅酒店(4 星)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濟南～(車程約 2HR)泰安肥城桃花節(車程約 2HR)孟廟～(車程約 2.5HR)棗莊～船遊
古城～台兒莊
泰安.肥城桃花節>>活動時間：3 月 25 日-4 月 20 日左右
每屆桃花節都精心策劃，節慶內容豐富，活動創意新穎，已逐步發展成了節企互動、經濟旅遊互動的雙重平
台。主要活動有桃花節開幕式文藝演出，遊桃源仙境，賞萬畝桃花園，購物吉祥桃木旅遊商品，經濟合作洽
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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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廟：又稱「亞聖廟」
，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地方。現存孟廟為歷經金、元、明、清等朝代，數十次重修和擴建
才成為現在規模，僅次於孔廟，是山東省現存歷史最久遠、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築群之一，1988 年被定為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整個孟廟可以說是一處古代建築、雕刻、繪畫工藝的藝術博物館，和曲阜的孔廟遙相輝
映。
漫遊台兒莊古城(含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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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台兒莊是小城鎮，飲食條件較其他大城市不足，多為農家風味，如造成不便，敬請多多包涵。
★貼心提醒：因入住古城區內遊覽車無法進入，礙於城區內皆無提供行李員與運送行李服務，大件行李屆時
將鎖置於遊覽車內，為此，建議您可於家中入先整理出第１晚入住台兒莊古城可隨身攜帶的小行李(袋)以便於
入住城區內時方便使用。
餐食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芙蓉小鎮(RMB.40/人)

住宿 : 台兒莊古城蘭祺酒店-荷田客棧

或同級旅館

晚餐: 古城風味(RMB.40/人)

第三天 漫步台兒莊古城～(車程約 1.5HR)臨沂～蘭陵國家農業園(含電瓶車或花田小火車、
蘭花館、民俗館或蔬菜園藝館)～日照
早晨，輕鬆漫步台兒庄古城，體會不同於大城市的悠閒自在，彷彿穿越回到明清年代。
蘭陵國家農業公園(含電瓶車或花田小火車、蘭花館、民俗館或蔬菜園藝館)：位於山東省蘭陵縣代村，規劃占
地面積 2 萬畝,現已開發建設 1 萬畝，是山東省目前唯一被命名為國家農業公園、規模最大的生態農業旅遊莊
園。園區將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相結合，同時融入人文歷史、農耕文明，生動展示了蘭陵作為「中國蔬菜之
鄉」、「山東南菜園」的美麗畫卷。
註：為了方便遊玩，景區於 4 月中旬以前，團隊安排搭乘景區電瓶車，4 月中旬後會改搭景區小火車，視景
區安排。
餐食 :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 生態園風味(RMB.40/人) 晚餐 : 酒店自助餐(RMB.100/人)
住宿 :

日照蘇寧諾富特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日照～(車程約 2HR)青島～中山公園賞櫻花～棧橋～八大關～小魚山～五四廣場～
奧運帆船中心～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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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棧橋：是青島的象徵之一，又名李鴻章橋，它位于青島灣中心，橋長 400 公尺，寬 8 公尺，分南北兩段，南
段是鋼架，北段是石基，以水泥鋪面。棧橋建橋至今，已有百年左右的歷史，最早是西元 1892 年由清朝總兵
章高元始建，當時是作為軍用碼頭，橋長僅 200 公尺，這就是最早的棧橋。
八大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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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關偶有封街情況，若遇封街將無法遊覽八大關景區，則改以青島【天幕城】及【康有為故居】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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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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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望去，可看到許多青島的著名建築，如信號山、山東電視塔、
迎賓館...等。其中迎賓館，外觀以不對襯的建築風格著稱，是德國總督在統治中國時所使用的官邸。登上小
魚山，除了飽覽「碧海藍天、紅瓦綠樹」青島市獨特的夢幻景致，以海為主題、充滿古典風格的山頭園林公
園裡，還有大型彩繪壁畫《蒲松齡宇宙》和《八仙過海》可供欣賞。
註：若遇景區關閉，則改走信號山公園，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五四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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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體現了愛國主義騰升的民族
力量。這裡已成為新世紀青島的標誌性景觀之一。
奧運帆船中心：佔地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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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幾合架構的完美呈現，讓觀看比賽場地的您，可感受奧運之氛圍。
晚餐 : 九龍塘(RMB.80/人)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萬福臻(RMB.40/人)
住宿 : 嘉年華萬麗酒店(5 星) 或

隆和福朋喜來登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青島～香草博覽園～青島啤酒博物館～1907 光影俱樂部～總督府迎賓館～青島
香草博覽園：是山東地區香草種植規模最大的香草園。園區目前栽培香草植物約有 100 多種，而其中又以薰
衣草和玫瑰種植面積為最大，除此之外，還有從世界各地引進的迷迭香、名優桂花、牡丹、檸檬香茅、甜菊、
羅勒、香蜂草、百里香等香草品種，進而在花季時形成大片浪漫花海而構成的香草世界，花的海洋。一年四
季都有不同種類的香草花卉可欣賞，比如四月洋甘菊、五月玫瑰、六月百合、七月薰衣草、八月桂花香、九
月波斯菊等等。
青島啤酒博物館(品啤酒+特色啤酒花生 1 包)：是青島啤酒為慶祝建廠百年所規劃開放的景點，坐落在青島啤
酒一廠的區域內，2003 年 8 月 15 日正式對外開放。整體建築屬於 1903 年的德式工業式建築，總面積為 6000
多平方公尺，分為百年歷史和文化、生產工藝、多功能區三個參觀區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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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7 光影俱樂部(含一杯咖啡)：原德國水兵俱樂部舊址，這裡曾是中國最早的電影院,如今它以一種相似的形
式重新綻放。8 月 26 日,1907 光影俱樂部正式營業。企劃總監孫大偉介紹，定位是青島城市的文化綜合體，
咖啡、西餐、閱讀、電影都匯聚在這棟百年建築裡。
總督府迎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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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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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長新貴和(RMB.60/人)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車站良友(RMB.40/人)
住宿 : 嘉年華萬麗酒店(5 星) 或

隆和福朋喜來登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六天 青島～(車程約 3HR)濰坊～中華牡丹園～(車程約 1HR)青州～偶園街～青州古城～
井塘古村～青州
中華牡丹園：佔地近 500 畝，中華牡丹園內種植有各類名貴牡丹十大花色、幾百個品種，共計二十餘萬株。
牡丹，自古被譽為國色天香、花中之王，中華民族認為它是繁榮昌盛之花、祥和幸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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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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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公亭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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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州古城：古城有 7000 餘年的發展史，5000 餘年的文明史，十二年的國都輝煌，先後存在過廣縣城、廣固
城、南陽城、東陽城、東關圩子城、旗城等六座古城池。青州古城有魁星樓、阜財門、海晏門、偶園、衡王
府牌坊、貢院、清真寺、基督教堂、馮府、衡王府邸、偕園、府文廟等上百處歷史建築，大量的府衙建築、
傳統民居、古典園林、過街牌坊等遍佈古城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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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 老街印象(RMB.50 人)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青州人家(RMB.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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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天 青州～青州博物館～(車程約 2HR)章丘～龍山文化博物館+黑陶 DIY～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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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大型出廓"宜子孫"玉璧為目前僅見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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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山文化博物館+黑陶 DIY：龍山文化博物館，位於濟南市章丘龍山街道辦事處，原名為城子崖遺址博物館，
是山東首座史前遺址博物館。目前博物館內共有展品 300 餘件，其中 80%是陶器。器型以鬹和鬼臉式腿的鼎
最為常見，最突出的是黑色、薄而光亮的蛋殼陶，胎薄僅 0.1～0.2 釐米，擁有"黑如漆、明如鏡、薄如紙、硬
如瓷"的讚譽。
註：園區設有黑陶 DIY，此為純製作體驗恕無法帶走完成品，敬請見諒!
晚餐 : 酒店自助餐(RMB.100/人)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小樹林生態園(RMB.40/人)
住宿 : 濟南索菲特銀座酒店(5 星

或

濟南富力凱悅酒店(5 星) 或同級旅館

第八天 淄博～(車程約 2HR)濟南～大明湖遊船～曲水亭街～芙蓉老街～黑虎泉～五龍潭～
濟南機場／桃園
大明湖(含遊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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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水色澄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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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水亭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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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亭街小橋
流水、垂楊依依、瀟灑雅致，街巷風貌、格局與建築具有鮮明特色，能體現濟南城市風貌。
芙蓉老街：由泉城路「新華書店」附近一個不顯眼的路口鑽進去，會赫然發現在這光鮮亮麗的泉城路後面，
原來還有一個保存良好、富具懷古氣氛的舊城區－芙蓉街。充滿歷史的芙蓉街一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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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遊客滿街的喧囂聲，讓這條小街又再次活絡
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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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聲、色特點而得名。
五龍潭：也叫烏龍潭、龍居泉，位於山東省濟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區五龍譚公園內，是三大泉群的主要泉眼之
一。五龍潭居公園中部。據《水經注》記載，北魏以前就有這片水，稱淨池，是大明湖的一隅。相傳，五龍
潭昔日潭深莫測，每遇大旱，禱雨則應，故元代有好事者在潭邊建廟，內塑五方龍神，自此便改稱五龍潭。
五龍潭公園內，散佈著形態各異的 26 處古名泉，構成濟南四大泉群的五龍潭泉群。環繞諸多泉池，形成了龐
大的五龍潭泉系並成為濟南四大著名泉群中水質最好的泉群。
晚餐後前往濟南遙牆機場，結束這次 8 天愉快山東旅行，雖然免不了拉車辛苦，一切都是為了讓貴賓看的更
多，玩的盡興，可樂期待與您預約下一趟世界之旅!
餐食 :早餐 :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明湖高第街(RMB.40/人)

晚餐 : 電視大廈魯菜風味
(RMB.40/人)

住宿 : 溫暖的家

晶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雅玲
電話：02-25181727

傳真：02-2502691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83 號 4 樓之 2
信箱：honesty9-2@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