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學長姐： 

經濟人協會山東參訪團已規劃完成 

參訪時間：108年9月4日-9月11日 

參訪地點：如附件 

報名期限：108 年7 月30 日（星期二）前 

費用：NT$29,000(含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旅館行李小費) 

報名每人需付訂金新台幣5000 元 

曾妙枝 
東方小瑞士、童話海草屋、歐式酒莊、英式下午茶、美食豪居 8日

 
行程特色： 

好的旅行，住對地方、吃對東西很重要。特別安排天目湖砂鍋魚頭，特別升級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

酒店海景房，滿足您對優質住宿的渴望，在享受珍饈美味之後，也能晚安好夢。特別推薦涵碧樓英式

下午茶，在落日餘暉下，感受青島的海。 

 

1、優質住宿：精選星級酒店，國際品牌即墨希爾頓酒店，保證入住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海景房 

2、餐餐特色：地主宴、八仙宴、八色烤肉風味、烤鴨風味、海鮮大咖宴 

3、特別推薦：煙臺鯨鯊館歡樂劇場憨逗海象、涵碧樓英式下午茶 

4、特別安排：1907 光影俱樂部德國豬腳風味、天目湖砂鍋魚頭、DIY 山東大饅頭、生態民居—海草 

             房、海鮮大咖宴 

 

【煙墩角天鵝湖】—這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榮成漁村。村東崮山上古時建有禦敵於警的烽火臺

(也稱煙墩)，所以村名煙墩角。因村南海灣裏每年都有數百只大天鵝棲息越冬，人們在這裏幾乎可以

和天鵝零距離接觸，於是小漁村便有了"天鵝村"的美譽。天鵝湖是位於古煙墩遺址崮山島和中華海上

第一奇石花斑彩石之間的一個黃海海灣。面積不到一平方公里。海灣兩側各有一條淡水小溪流入，灣

裏水清浪柔，生長著豐富的魚蝦和浮游生物，這些為天鵝棲息提供了適宜的自然環境。於是，每到寒

風飄雪時節，成群結隊的天鵝就來到這裏，在碧波蕩漾的海灣裏，或自在遊弋，或追逐溪水，或引吭

高歌，或淩空翱翔，或翩翩起舞，使人如臨仙境，如夢如幻。村裏的漁民們把天鵝當成好朋友，人人

親近大天鵝，人人愛護大天鵝。 

 

【生態民居—海草房】——在原始石塊或磚石塊混合壘起的屋牆上，有著

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上面是質感蓬鬆、繃著漁網的奇妙屋頂。這就是極富

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 。當你走進山東省的漁村，就可以看到這些以石

為牆，海草為頂，外觀古樸厚拙，極具地方特色的宛如童話世界中草屋的民

居。屋頂用特有的海帶草苫成，堆尖如垛，淺褐色中帶著灰白色調，古樸中

透著深沉的氣質，在膠東半海草房島近海邊緣，曾經存在著大量這樣的民居

村落，這便是當地漁民叫慣了的"海草房"。 

 

【美食體驗】特別安排於百年建築～1907 光影俱樂部(原水兵俱樂部)內享用「德式風味餐+鮮啤酒」



 

(價值人民幣 120 元)，在地特色美食饗宴！青島，有這樣一座建築，它佇立在青島的老路上，它像一

台攝影機一樣，捕捉著青島的每一段影像，轉動著青島與電影命運的膠片，見證著青島的變化。它就

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電影院—1907 光影俱樂部。青島的每一座建築都不是冰冷的，它蘊含著整個城市的

記憶，歲月與故事賦予了它的靈魂。百年之前，在那個德國駐軍青島的殖民時代，這裡是著名的水兵

俱樂部。1899 年由海因裡希主持設計，1902 年才開始使用，一共三層，總面積達 4697 平方米。典型

的德式建築，紅瓦黃牆對稱的建築結構充滿德式風情，據說它是青島第一個音樂廳、禮堂、第一個文

化綜合體。特別安排在此內酒吧享用《德式風味餐+鮮啤酒》，包含脆皮豬腳、香腸拼盤、德式烤雞、

英式炸魚薯條等等美味料理，滿足您視覺及味覺的享受，盡享青島在地美味。 

   
 

【天目湖砂鍋魚頭】（敲鑼打鼓抬轎送湯）——天目湖是一個地名，位於江蘇常州溧陽市。湯鮮汁

濃，嘗過者無不讚歎其美不可言，可是說起它的來

歷，知道的人卻很少。魚長得體大壯實，肉質細膩，

做出的菜肴滋味鮮美，營養豐富。砂鍋魚頭的妙處在

於，選用的材料是生長在天目湖純淨清澈無任何污染

的水中的七八斤重的活鱅魚，去鱗去鰓，除去內臟，

洗淨剁下魚頭，將魚頭下鍋煎黃後撈出，放入砂鍋，

注入天目湖水，輔以蔥結、生薑、料酒、香醋、香

菜、胡椒等，撇除浮油，在火上煨煮數小時，一道白

裏透紅，細嫩無比，鮮美絕倫的砂鍋煨魚頭就可以上桌了。 

 

【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青島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位於濱海大道，令您盡享度假休閒

時光。酒店地中海海洋風格建築，擁有三百餘間私密海景房間，星光全日餐廳、南北風味彩豐小館中

餐廳及大堂酒廊，總面積約 900 ㎡宴會廳及 1400 ㎡海景草坪花園，兒童俱樂部及兒童游泳池打造悠閒

親子度假時光。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因各地風俗民情不同，導遊會在車上販售土特產，敬請參考選購。 

【貼心安排】：全程無隨車攝影、每日礦泉水。 

 

 

 

第一天  桃園青島【即墨古城、青島啤酒廠（含品酒+每人 1 包啤酒花生人）、1907 光影俱樂部】 

                                                              參考航班：CI531  0920/1155 

今日集合於機場，搭乘班機飛往山東美麗的濱海城市－青島市【青島】紅瓦綠樹，海天山城 。有著十

分出色的市政建築，如果說西部保存良好的歐洲建築帶給你的是一種古典美，那麼東部新城呈獻給你

的則是現代甚至是超前的美。高挑的青島小嫚（方言對姑娘的稱呼），豪爽的青島小夥會讓你體味北

方人的性格魅力。 

●【漫步即墨古城】即墨古城位於山東省青島市即墨區，佔地 43 公頃，總建築面積約 37 萬平方米

（地上約 17 萬平方米，地下約 20 萬平方米）。設計建造按照“一城兩街十景十三坊”的總體格局，城

牆圍合，三門鼎立；青磚黛瓦，古樸大氣；商家鱗次，店鋪櫛比。古色古香的建築，襯以繁花綠樹，

置身其中，宛若時空穿越，使人流連忘返。 

●【青島啤酒廠（含品酒）】全套引進德國、法國生產設備，是目前國內自動化程度最高、控制手段

最先進的現代化啤酒生產工廠之一。 

●【1907 光影俱樂部(水兵俱樂部)】在青島，有這樣一座建築，它佇立在青島的老路上，它像一台攝影

機一樣，捕捉著青島的每一段影像，轉動著青島與電影命運的膠片，見證著青島的變化。它就是中國

現存最早的電影院—1907 光影俱樂部。青島的每一座建築都不是冰冷的，它蘊含著整個城市的記憶，

歲月與故事賦予了它的靈魂。百年之前，在那個德國駐軍青島的殖民時代，這裡是著名的水兵俱樂

部。1899 年由海因裡希主持設計，1902 年才開始使用，一共三層，總面積達 4697 平方米。典型的德式

建築，紅瓦黃牆對稱的建築結構充滿德式風情，據說它是青島第一個音樂廳、禮堂、第一個文化綜合



 

體。 

        
 

早餐：                              午餐：流亭大饅頭風味 50 晚餐：德國豬腳風味餐 120 

住宿：准五星青島即墨希爾頓逸林酒店或青島維景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準★★★★★ 

 

第二天  青島威海【煙墩角天鵝湖、海草房、環翠樓、定遠艦、外觀幸福門】 

●【煙墩角天鵝湖】這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融洽的榮成漁村。村東崮山上古時建有禦敵於警的烽火臺

(也稱煙墩)，所以村名煙墩角。因村南海灣裏每年都有數百只大天鵝棲息越冬，人們在這裏幾乎可以和

天鵝零距離接觸，於是小漁村便有了"天鵝村"的美譽。天鵝湖是位於古煙墩遺址崮山島和中華海上第一

奇石花斑彩石之間的一個黃海海灣。面積不到一平方公里。海灣兩側各有一條淡水小溪流入，灣裏水

清浪柔，生長著豐富的魚蝦和浮游生物，這些為天鵝棲息提供了適宜的自然環境。於是，每到寒風飄

雪時節，成群結隊的天鵝就來到這裏，在碧波蕩漾的海灣裏，或自在遊弋，或追逐溪水，或引吭高

歌，或淩空翱翔，或翩翩起舞，使人如臨仙境，如夢如幻。村裏的漁民們把天鵝當成好朋友，人人親

近大天鵝，人人愛護大天鵝。 

●【海草房】在原始石塊或磚石塊混合壘起的屋牆上，有著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上面是質感蓬鬆、

繃著漁網的奇妙屋頂。這就是極富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 。當你走進山東省的漁村，就可以看到這

些以石為牆，海草為頂，外觀古樸厚拙，極具地方特色的宛如童話世界中草屋的民居。屋頂用特有的

海帶草苫成，堆尖如垛，淺褐色中帶著灰白色調，古樸中透著深沉的氣質，在膠東半海草房島近海邊

緣，曾經存在著大量這樣的民居村落，這便是當地漁民叫慣了的"海草房"。 

●【環翠樓】坐落在威海市區西誇古山東麓，倚山而建，呈上升地勢，占地 300 多畝，環翠樓始建於

1489 年，因其在群山環抱、翠綠環繞中，兼滄海山川之勝，水光山色之美，遂以"環翠"名之。環翠樓

至今經過兩次大的改建和重建。明代的環翠樓畫棟雕樑，飛簷棧門，1931 年改建，1944 年被日軍焚

毀，1978 年威海市人民政府計畫重建環翠樓，形成亭臺、樓、廊組成的古典式建築群，主樓三層，高

16.8 米，樓頂為琉璃瓦覆蓋，歇山式層簷，雕花縷空窗，樓子簷由著名書法家舒同書寫的"環翠樓"三個

大字奕奕發光，樓背的匾"環閣淩空"出自著名書法家黃苗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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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於威老海港南

側 100 米處，屬於幸福公園的景觀之一。 



 

 
 

早餐：酒店內                             午餐：漁村風味 50 晚餐：八色烤肉風味 60 

住宿：准五星威海智選假日酒店或同級準★★★★★ 

 

第三天  威海（車程 1.5H）煙臺【養馬島、煙臺山、朝陽街、車遊濱海路、漁人碼頭】 

●【養馬島風景區(天馬廣場)】養馬島地處煙臺市牟平區北部，歷史悠久，相傳秦始皇東巡時在此飼養

禦馬，並封為“皇家養馬島”，養馬島因此得名。東端碧水金沙，海光山色，冬無嚴寒，夏無酷暑，

島上除藍天、碧海、沙灘等自然景觀外，還有可容納萬名觀眾、每週六、日全天都會舉行有獎賽馬活

動的跑馬場，天馬廣場、賽馬場、海濱浴場、海上世界、禦筆苑等大中型綜合娛樂景區點 15 處，形成

了以海濱娛樂、度假休養為主，輔以觀光瀏覽秦漢文化的綜合性旅遊度假勝地，島上丘陵起伏，草木

蔥蘢，山光海色，秀麗如畫，氣候宜人，有「東方夏威夷」之稱。 

●【煙臺山】是鑲嵌在煙臺海濱胸襟上的一塊綠色翡翠，是這座城市歷史重要發祥地和象徵。主要景

點有狼煙墩臺、燈塔、燕臺石、石船、惹浪亭、觀海樓和原各國領事館舊址。 

●【朝陽街】始建於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南起北馬路，北到海岸街，全長 400 米。因其為南北走

向，又在煙臺山之陽，故名朝陽大街，1912 年改稱朝陽街。1923 年該街鋪成柏油路面，這是煙臺第一 

條柏油路。是近代煙臺一條繁華的商業街，老煙臺著名的洋行、商號雲集於此洋行，工廠、商號、銀

行、娛樂場所的中英文招牌比比皆是。1880 年，德國商人在街北段路東開設盎斯洋行，這是當時煙臺

最大的花生出口商，此後，該街樓房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 

●【車遊濱海路】在煙臺山環繞大海沿綿著一條美麗的長路，就是濱海路。 

●【漁人碼頭】東臨黃海，北接第二海水浴場，南至原漁業碼頭，三面環海。專案集合了旅遊、餐

飲、休閒、娛樂、購物、度假等多種元素。 

●【鯨鯊館】是大陸一家以鯨鯊為主題的特色海洋世界。建築外形採用了別具一格的鸚鵡螺狀，內部

設有鯨鯊展區、鯊魚展區、海龜展區、海牛展區、珊瑚展區、水母展區、歡樂劇場、深海探險、人魚

傳說、動感海洋等十大特色功能區。通過聲、光、影等現代科技，為遊客呈現出異彩紛呈的海洋世

界。 

早餐：酒店內                             午餐：本幫菜風味 50 晚餐：天目湖魚頭砂鍋 80 

住宿：准五星煙臺貝斯特韋斯特酒店或鉑悅戴斯酒店或同級準★★★★★ 

 

第四天  煙臺【張裕卡斯特酒莊（含品酒）、文成城堡】蓬萊【八仙渡、八仙雕像】煙臺 

●【張裕卡斯特酒莊（含品酒）】1892 年，著名的愛國僑領張弼士先生懷抱實業興邦的夢想，投資 300

萬兩白銀在煙臺創辦了張裕釀酒公司，拉開中國唯一的葡萄酒百年傳奇序幕。張裕發展至今成為中國

乃至亞洲最大的葡萄酒生產經營企業。酒莊整體設計採用歐式莊園風格，兼納中歐建築的精華，其中

廣場及室內裝飾、專業品酒室均出自法國頂級建築設計師、法國建築協會會員 Marcel Mirande 之手。 

●【文成城堡】為典型的城堡建築，氣勢恢宏。讓您擁有身處皇室之感。 

●【八仙渡風景區、八仙雕像】是根據八仙過海神話傳說填海新建的景區，填海面積 3.3 萬平方米，如

果從空中俯視恰似丫腰葫蘆一般。遊龍起伏脊的南部外牆，龍首位於正門兩側，牆體內側嵌有諸神如

甲子神、日遊神、夜遊神及生肖圖案等漢白玉浮雕 70 餘方。景區內建有民族風格古典式建築的大型八



 

仙過海漢白玉照壁、流軒、挹清軒、八仙祠、三星殿、財神殿、放鶴亭、環形步廊等，樹立各種雕塑

20 餘尊，道教神仙 100 餘尊奉伺在此。 

早餐：酒店內                             午餐：八仙宴 50 晚餐：煙臺風味 50 

住宿：准五星煙臺貝斯特韋斯特酒店或鉑悅戴斯酒店或同級準★★★★★ 

 

第五天  煙臺招遠【淘金小鎮、黃金博物館、DIY 淘金體驗】棲霞【牟氏莊園（DIY 山東大饅 

        頭）】 

●【淘金小鎮、黃金博物館、DIY 淘金體驗】是大陸規模最大、現代化元素最多、功能最齊全、知識

最淵博的黃金主題旅遊景區，被譽為“中國黃金第一遊”。 走進黃金博物館，一睹世間財富守護神—

—羅山金姑的風采，免費抱一抱 25 公斤金磚，幸運的話，更有機會將價值 1000 萬的金磚抱回家。博物

館上下兩層，設有 11 個專題展廳，配以聲、光、電、動漫、幻影、全息成像等高科技表現手段，融知

識性、趣味性和互動體驗於一體，回到億萬年前，體驗火法爆發的真實場景。實物陳列和知識普及相

得益彰，繪就一幅有史以來人類掘取黃金的貪婪和文明發展交織相融的歷史畫卷，是一部古今中外黃

金文化的百科全書。 淘金小鎮由黃金主題體驗區、財神廣場、休閒娛樂區和綜合服務區組成，以場

景再現和遊客參與的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宋朝的盛世繁華。身臨淘金小鎮，頗有穿越回宋朝之感。在

這裏，您不僅能在淘金河裏免費淘金子，過一把淘金癮，還能品讀財神文化，膜拜亞洲第一金身財

神，許大願、祈金福，讓福祿壽喜財相伴一生。 

●【牟氏莊園（DIY 山東大饅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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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於清雍正元年，擁有房產五千五百多間，土地六萬畝，冊嵐十二萬畝，現保存廳堂樓廂四

百八十多間，占地兩萬多平方米，是中國目前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地主莊園。具有獨特的旅

遊資源和濃郁的旅遊文化，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中國民間故宮"之美譽。 

早餐：酒店內                             午餐：烤魚風味 50 晚餐：地主宴 50 

住宿：准五星棲霞寶華開元名都酒店或同級準★★★★★ 

 

 

 

第六天  棲霞青島【嶗山北九水景區（含往返交通車）、信號山公園、總督府、八大關、花石樓 

        （入內參觀）、公主樓（入內參觀）、天主教堂、棧橋】 

●【嶗山北九水景區】以優美的自然景觀為主，空氣濕潤，氣候清涼，素有“小關東”之稱，北九水

的象形石隨處可見，且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如同走進天然的雕塑公園。嶗山十二景中有“蔚竹鳴

泉”，“岩瀑潮音”，說的就是北九水中的蔚竹觀和潮音瀑這兩處地方。九股嶗山山泉匯流而成，構

成了十八個寓意深邃的水潭，即“九水十八潭”，這些水潭大小不一，深淺不等，風格各異、意境妙

合道家思想。 

●【信號山公園】原名「大石頭山」，海拔 98 公尺，總面積 63936 平方公尺。1898 年德國侵佔青島

後，利用山上的有利地形，修建了一座指揮船舶進出港口的信號導向台，因而得名「信號山」。隨著現

代科學的演進，信號導向旗已被先進的導航器所取代，1987 年青島市政府將信號山增建為供市民、遊

客休閒的沿海觀景公園。於此可以享受信號山四周的美景，將青島的紅瓦綠樹、匯泉灣的海景盡收眼

底。  
●【青島總督府】氣勢宏偉，建築面積為 4083 平方米，高度為 30 米，厚達 60 多釐米的外牆以黃色為

基調，局部以花崗岩石料作裝飾，石面加工粗樸，正門牆飾以淡綠色、淡灰色花崗岩石，頂部石料雕

以美麗的圖案，於粗放之中見精巧。米紅色筒瓦、藍色魚鱗瓦、綠色牛舌瓦鋪設的樓頂，使大樓更加

精美別致。1957 年環繞迎賓館修建了圍牆形成了占地面積達 86000 多平方米的庭院，院內遍植果樹和

多種觀賞植物。 



 

●【八大關】是最能體現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特點的風景區，位於匯泉角景區北部。所謂"八大

關"，是因為這裏有八條馬路(現已增到十條)，是以中國古代著名關隘命名的。"八大關景區"位於匯泉東

部，是中國著名的風景療養區，面積 70 餘公頃，十條幽靜清涼的大路縱橫其間，主要大路因以我國八

大著名關隘命名，故統稱為八大關。 

●【花石樓】背靠八大關，面臨第二海水浴場，風景獨特，環境優美。 建於 1930 年，外牆由花崗岩

石砌築，塔樓頂部為雉堞式女兒牆。是一幢融合了西方多種建築藝術風格的歐洲古堡式建築，既有希

臘和羅馬式風格，又有哥特式建築特色。 

●【公主樓】公主樓坐落于居庸關路 10 號，小樓由一座尖塔與不規則斜頂屋組成，南部有方型平臺；

就像是童話故事中的常有的模樣，精巧可愛。公主樓建造于 20 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占地近千平方米，

建築面積 721.98 平方米。據說此樓是當時駐青島丹麥總領事為丹麥公主建築的別墅，準備丹麥公主來

青島避暑時居住，實際上丹麥公主並沒有來過，但“公主樓”的名字卻傳開了。 

●【天主教堂】本名聖彌厄爾教堂，由德國設計師畢婁哈依據哥德式和羅馬式建築風格而設計。擬建

教堂應高百米，適逢二戰爆發，希特勒嚴禁德國本土資金外流，該教堂不得不修改圖紙，即建成現在

規模。教堂始建於 1932 年，於 1934 年竣工。塔身高 56 米，是建國前山東省最高的建築。是中國唯一

的祝聖教堂。 

●【棧橋】青島的象徵。位於青島灣中，由海岸前伸入海，素有“長虹遠引”之美譽。遊人漫步於棧

橋海濱，可見青島外形如彎月，棧橋似長虹臥波，回瀾閣熠熠生輝。 

早餐：酒店內                             午餐：青岛風味 50 晚餐：烤鴨肉風味 80 

住宿：准五星青島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海景房）或同級準★★★★★ 

 

第七天  青島【小魚山、康有為故居、五四廣場、奧帆中心、情人壩、涵碧樓英式下午茶】 

●【小魚山】青島市第一處以古典建築風格為主體的園林風景點，它在建築材料的選擇以及裝飾造型

上都別具一格，從門楣、圍牆、透窗、護欄、瓦當、額枋、壁畫、壁飾等方面都打破了古典園林慣用

的龍風和花鳥圖案的傳統，圍繞海的主題，突了魚圖案造型，使古典園林建築呈現出時代的氣息。小

魚山公園建築設計著重於「海、魚」兩個重心，巧妙將自然、建築和藝術之美相互融合。登上小魚上

可以遠眺青島舊城區、匯泉灣與青島灣的景致。為青島的十大景之一。 

●【康有為故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晚年在青島居住的故居。原

為德國總督初來青島市的宅第，1923 年康有為來青島時購得此宅。因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曾賜康有為堂

名"天遊堂"，故康有為將此堂取名為"天遊園"。 

●【五四廣場】位於廣場中心鮮紅的雕塑“五月的風”成為現已成為新世紀青島的典型標誌。主體雕

塑和海天自然環境有機地融為一體，形成園區蔚為壯麗的景色。 

●【奧帆中心】位於青島市東部新區浮山灣畔，北海船廠原址，毗鄰五四廣場和東海路。為了迎接奧

運會帆船比賽和打造“帆船之都”，青島市政府把北海船廠整體搬遷到黃島區的海西灣，並將國際帆

船中心建成青島市獨具海上運動特色的建築區域，充分體現“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理

念，規劃和設計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情人壩】奧運結束後，奧帆中心主防波堤規劃成一處特色街情人壩酒吧街，於 2009 年夏季開業，

進駐 20 餘家酒吧、咖啡館、餐廳。奧帆場館主防波堤長達 534 公尺、寬約 47 公尺，尾端建有一座白色

燈塔，入夜後站在堤上，臨風觀海，還可眺望對岸城市中心區，璀璨燈火，處處顯現出浪漫氛圍，也

成為情人們最青睞的約會地點。 

●【青島涵碧樓渡假大酒店英式下午茶】青島涵碧樓酒店位於山東青島，建築將大自然、建築、園藝

等元素完全結合，還保有融合當地自然景觀，如私人沙灘、海邊岩盤等等，是建築設計手法的終極表

現。規劃 330 間客房，內含 161 間海景套房、海景獨棟別墅 41 棟、海景複層別墅 30 棟，可容納 1000

人的大型國際宴會廳、法國餐廳、國際百匯自助餐廳、日本餐廳、中式海鮮餐廳與私人宴會廳，戶外

溫泉游泳池、沙灘酒吧，專屬婚禮策劃、海上婚禮教堂、SPA 溫泉會館等，更設有精品名店廊、圖書

館等處處可見涵碧樓的創意精神。※獨家安排青島涵碧樓渡假酒店英式下午茶【咖啡或茶類飲料：二



 

選一：二人一份甜點】 

早餐：酒店內                             午餐：漁家風味 50 晚餐：海鮮大咖風味 150 

住宿：准五星青島東方影都融創皇冠假日酒店（海景房）或同級準★★★★★ 

 

第八天 青島桃園          參考航班：CI532  1305/1540 

早餐後，專車前往青島流亭機場，結束愉快的 8 日之旅，搭乘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

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行程中已分攤 60 歲以上老人、殘障人士或兒童等優惠票價格，如產生優惠票恕不退回，並請配合出示證件，敬請見諒。 
 
 
 
 
 
 
 
 
 
 
 
 
 

超悠旅行社 國外團體旅遊報價單 
                                                                報價日期：108 年 07 月 10 日 

客戶寶號：逢甲大學經濟系校友會               電話： 

聯 絡 人：蕭娜娜 小姐 / 曾 助教              傳真： 

預定行程天數 
東方小瑞士、童話海草屋、歐式酒

莊、英式下午茶、美食豪居8日 
預定出發日期 108 年 9月 11 日 

預 定 航 機 中華航空 預定參團人數  20 人 

每 人 費 用 新台幣２９０００元 



 

費   

用   

說   

明 

本報價含下列費用：          
1、 交通費：行程內所使用之航空公司機票為中華航空公司團體經濟艙機票。 

2、 住宿費：行程內所安排之旅館住宿費用，以 2人一室為原則， 

指定住單人房另外加收費用（NT7000）。 

3、 餐  費：行程內所安排之餐食費用及機上套餐，早、中、晚餐以中式料理為主。 

4、 遊覽費：行程內旅遊活動之門票、入場門票。 

5、 行李費：每人託運行李一件(20 公斤以內)之搬運費。 

6、 保險費：每人全程契約責任保險新台幣 300 萬元(附加意外醫療保險 10 萬元)。 

7、 規  費：行程內安排所需之各地機場稅及燃油費。 

8、 小  費：司機、導遊、領隊小費；旅館行李小費。 

9、正確航班、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本報價不含下列費用： 
1、 新辦護照工本費（NT1500/人）；新辦台胞證（NT1500/人）。 

2、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包含自選行程之交通及應付費用。 

3、 純係私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品、洗衣、電話電報、私人交通費。 

4、 每日旅館客房清理小費。 

5、 台灣機場來回接送費 

付
款 

1、機位確認簽約時每人需付訂金新台幣 5000 元，團體行前說明會時付清尾款。 

2、訂金需以現金支付，團費可開出發前三天兌現之支票。 

注 

意 

事 

項 

1、本團體估價以大人為計算基礎(12 歲以上為大人)。 

2、本團體報價適用於 108 年 07 月 31 日前完成開立團體機票 

3、出國應備資料應於 108 年 08 月 15 日前交承辦人，以免無法如期成行。 

4、最低出團人數不得低於１５人。 

5、如遇匯率、航空票價或其他因素致成本變更時，本報價得隨比率調整之。 

6、如有不詳之處請洽本公司承辦人：黃文柱   0917-369889 

   電話：04-22208155 23052699      傳真：04-22209306  23052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