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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dong No Shopping 6 Days行程特點

抵達青島 Arrive in Qingdao1

（以網站更新為準）

成人報名費 Tour Fee 

12 歲以下兒童不占床（無早餐）
Child Without Bed（No Breakfast)
12 歲以下兒童占床（含早餐）

Child With Bed
單人房間差

Single Supplement

酒店續住（雙人房含早 / 每晚）
Pre/Post Hotel

自費專案（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綜合服務費（大小同價）
Service Fee

額外接 / 送機（2人起，每人價格）
Extra Transfer

 

3 月 : 26 日
4 月 : 23 日
5 月 : 21 日
6 月 : 25 日
9 月 : 24 日
10 月 : 22 日
11 月 : 26 日
12 月 : 24 日

DISCOVER THE BEAUTY OFCHINA

接機後，送回酒店休息。 
Pick up from the airport . Transfer to hotel for rest .
住宿：凱萊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Gloria Plaza or equivalent

泰安/曲阜/泰安 Tai'an/Qufu/Tai'an(B/L/D)4
早餐後前往泰安【天地廣場】根據泰山封禪文化現象創意設計 , 廣場主
要由一方一圓兩部分組成，暗喻著中國古代“ 天圓地方 ”的思想，因此
被稱作“ 天地廣場 ”。之後遊覽五嶽獨尊【泰山 ( 纜車往返 )- 南天門 -
天街 - 玉皇頂 - 唐摩崖石刻】( 自費專案 ), 之後乘車前往孔子出生地，
參觀被譽為“ 中國三大殿之一大成殿 ”【孔廟】( 自費專案 )。
Visit:Tiandi Square、Mount Tai(Compulsory programs*)、Temple 
of Confucius(Compulsory programs*)
住宿：錦江都城酒店或同級酒店 Jinjiang Hotel or equivalent

泰安/青島 Weifang/Qingdao(B/L/D)5
早餐後乘車前往青島，抵達後參觀【中山公園】(4 月 15 日 -5 月 10 日期
間觀賞櫻花；6 月 20 日 -8 月 20 日期間觀賞荷花；10 月 20 日 -11
月 10 日期間觀賞紅葉 )，遊覽素有“ 萬國建築博覽會 ”【八大關風景區】
因有八條以中國古代著名關隘命名的街道，故稱“ 八大關 ”。這裏最能
體現青島“ 紅瓦綠樹、碧海藍天 ”特點的景觀。這裏有俄羅斯、德國、英

青島/送機 Departure from Qingdao (B )6
早餐後按指定時間送往機場，返回溫暖的家或者下一個目的地。
Transfer to Airport and home your sweet home.

青島/濰坊 Qingdao/Weifang (B/L/D)2
早餐後前往青島地標性建築【棧橋公園】，隨後遊覽【小魚山】（自費專
案），俯瞰青島紅瓦綠樹碧海藍天最佳制高點。午餐後，最後前往【青島
啤酒博物館 ( 品嘗新鮮原漿啤酒 )】( 自費專案 ) 參觀百年啤酒生產車間
及現代化生產流水線，體驗醉酒小屋。之後乘車前往濰坊【楊家埠民俗
古村】欣賞傳統木板年畫和風箏的製作過程，親手體驗木板年畫印製。
Visit:Zhan Qiao Pier,Xiao Yu Shan(Compulsory programs*)Park,Ts-
ingtao Beer Museum (Compulsory programs*),Yangjiabu Folk 
Culture Village
住宿 : 中恒國際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Zhongheng Hotel or equivalent

濰坊/濟南/泰安 Weifang/Jinan/Tai'an (B/L/D)3
早餐後前往素有 ”泉城 ”之稱的濟南，遊覽【大明湖南岸】素有 ”泉城
明珠 ”的美譽，由眾泉彙集而成的天然湖泊。【芙蓉街】這名字得自街中
路西的芙蓉泉。芙蓉泉藏身在民宅之中，自然天成。老殘遊記裏說的“ 家
家泉水，戶戶垂楊 ”，一直被視為濟南的寫照。因此，可以說芙蓉街體現
了濟南的泉水文化的特色。人們住在這兒有多美？有詩為證：“ 老屋蒼
苔半畝居，石梁浮動上游魚。一池新綠芙蓉水，矮幾花陰坐著書。”這是
清代一詩人董芸寫的《芙蓉泉寓居》。之後乘車前往泰安。
Visit:Daming Lake、Furong Street
住宿：錦江都城酒店或同級酒店 Jinjiang Hotel or equivalent

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泰山(含纜車上下)+
青島啤酒博物館（含品酒）+孔廟+小魚山
=USD 200/人（成人與小童同價）

當地推薦景點（隆重推薦，自費參加）：孔子
博物館+豪華遊艇觀青島+德國總督府+青島夜
街=USD160/人

2020

接機時間：青島機場全天免費接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接機。

送機時間：青島機場全天免費送機，根
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送機。

青島泰山
齐鲁文化6日

掃碼看詳細行程

品质

无 压 力

★純玩無壓力，輕鬆自在享受旅遊樂趣  ★全程入住星級酒店★前往素有"長虹遠引"美譽的【棧橋】是青島的象徵  ★前
往有五嶽之首的【泰山】，有"天下名山第一"的美譽★世界聞名的風箏、年畫、熱情好客的【楊家埠民俗文化古村】

國、法國、美國、日本、丹麥、西班牙、希臘等 24 個國家 300 餘棟西式建築。【五四廣
場及奧林匹克帆船中心】因青島為“ 五四運動 ”導火索而得名。主體雕塑《五月的風》
體現了“ 五四運動 ”的愛國主義基調和民族力量，成為青島標誌性旅遊景觀。2008
年第 29 屆奧運會和 13 屆殘奧會帆船比賽在青島舉行。
Visit:ZhongshanPark、Ba Da Guan (The Eight Great Passes)、Qingdao Olympic 
Sailing Center
住宿：凱萊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Gloria Plaza or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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