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家享美食一【爐火盤烤海鮮大咖：螃蟹、鮑魚、貝類、蝦………等】安排享用最健康

的海鮮做法“蒸”，發現不一樣的“鮮”，新鮮海鮮，邊吃邊蒸，眼見為實！不添加

任何調料，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鮮，讓你的味蕾停不下！ 

獨家享美食二【青島啤酒廠＋啤酒無限暢飲】這裏展出了青島啤酒的歷史發展介紹、

啤酒文化演變、啤酒製造流程，並結合品酒娛樂及獨特精巧的紀念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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嶗山泉水，加上德國移植而來的

經典釀造技術所精心釀造，以泡沬潔白細膩、澄澈清亮、口味醇原柔和、香甜爽口而

馳名，是中國啤酒的第一品牌。 

獨家享美食三【360度旋轉餐廳下午茶】 

 

五星匯泉王朝酒店 25 層 360°無敵海景悠閒下午茶，由國家級烹飪大師、魯菜大師主理

的青島菜館讓您品味清爽淡雅、咸鮮純正、原汁原味的青島風情；精美下午茶點、咖

啡酒吧五彩繽紛。五星級酒店精緻餐廳，地理位置絕佳，25 層高度、360 度旋轉，品美

食，賞美景：第一海水浴場、八大關、小魚山、魯迅公園、小青島，青島前海一線美

景一網打盡。 

★【特別企劃頂級酒店】 

【青島涵碧樓】 

 



  

   

涵碧樓是臺灣頂級渡假酒店的代名詞，也是臺灣文創精神的代表，一景一物都是細節，

處處都有文創的驚豔，更引領臺灣創造出全新的渡假概念，全新的生活體驗。鄉林集

團再度攜手日月潭涵碧樓設計大師 Kerry Hill，在中國打造的首家酒店，依山傍海，每

間房間有 100 平米的大空間，延續日月潭涵碧樓建築的極簡風外，還保有並融合當地

自然景觀，像是黃島區金沙灘的沙灘，岩盤全數保留，鮑魚池，變成飯店的特色規劃

之一。 

【青島西海岸隆和福朋喜來登酒店】 

   

青島黃島福朋喜來登酒店是一家五星級酒店，位於美麗的靈山灣，地理位置優越，距

離東方高爾夫球場 1 公里，設有室內溫水游泳池、健身俱樂部、多功能會議室和 3 家

美食餐飲場所，各處均覆蓋有免費無線網絡連接。客房均寬敞舒適、裝飾典雅、色調

柔和，配有帶枕頭選單的福朋舒適之床、免費瓶裝水、iPod 基座、舒適時尚的羽絨被

和麵料，設有市景或海景落地窗以及寬敞的工作區。連接浴室配備了浴袍和拖鞋。 
 



   

【青島李滄綠城喜來登酒店】 

青島李滄綠城喜來登酒店坐落於青島又一正在崛起的城市新區--李滄區，為首家五星級

酒店，距離嶗山國家森林公園有 20 分鐘車程，各處均覆蓋免費無線網絡連接。酒店現

代化的客房配有空調、熱水浴池和迷你吧。用餐區配有冰箱，亦配有電燒水壺。私人

浴室配有浴缸和淋浴，亦配有吹風機。距 2014 年國際世園會園區僅 5 分鐘路程。 

 

   

【煙台金海岸希爾頓酒店】 

從住宿步行 1 分鐘即可抵達海灘。 煙台金海岸希爾頓酒店位於菸台經濟技術開發

區，俯瞰金沙灘，距離煙台蓬萊國際機場 25 公里。酒店的客人可以方便地前往 37 度

夢幻海水樂園、張裕卡斯特酒莊、磁山溫泉和蓬萊閣等熱門景點。 

煙台金海岸希爾頓酒店的寬敞時尚的客房配有包括 43英寸的LED電視在內的現代化設

施。所有客房均享有海洋的全景。部分客房享有天馬棧橋的美景。酒店設有室內游泳

池、24 小時健身中心、屋頂網球場、活動室和兒童俱樂部等娛樂設施。煙台金海岸希

爾頓酒店設有 12 個多功能會議室以及 2 間享有海景的舞廳，提供面積超過 3900 平方米

的會議和宴會場所，並可靈活地調整場地以滿足晚宴、全體大會以及董事會議等各類

活動的需求。上述場地均配有高速 Wi-Fi 和最先進的視聽技術設備。商務中心提供秘書

和商務服務，並擁有專門的酒店團隊提供現場支持。 

【棲霞寶華開元名都大酒店】 

棲霞第一間五星級酒店，2016 年 5 月份開業，由中國最大的民營重量級連鎖酒店集

團——開元酒店集團全權管理。酒店地處“中國蘋果之都”煙臺棲霞市，地處行政核

心地帶，雄踞鳳翔南路和盛世路交匯處。 

 

 

 

 



 

第一天 桃園 CI539  07:15／09:50威海【環翠樓公園、華夏城風景區：華

夏第一牌樓、夏園聖水觀音大型音樂噴泉廣場】－煙臺【漁人碼頭】 

   

【威海】山東省下轄的地級市，地處膠東半島最東端，北東南三面瀕臨黃海，北與遼

東半島相對，東及東南與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隔海相望，西與煙台市接壤。 

【環翠樓公園】位於威海市區的中心地帶，佔地 20 萬平方米，是威海市區主要的園林

風景區。它包括環翠公園和環翠樓廣場兩部分，因園內有古典式建築“環翠樓”而得

名。環翠樓始建於 1489 年，坐落在奈古山東麓，西負蒼山，東眺碧海，南北分別與佛

頂、古陌嶺群峰相望。登樓可見“ 碧波浩淼於城東，綠翠掩映於四周，兼滄海山川之

勝、水光山色之美”，遂以“環翠”名之。 

【華夏城風景區】位於山東威海市經區，景區由華夏集團斥資 55 億元規劃興建，占地

16.28 平方公里，有中國跨度最大的華夏第一牌樓（長 86 米、高 21 米），世界獨一無

二的三面聖水觀音（青銅鑄造，重 78 噸），集結自然山水、中國古典建築、文化展演

等特色，成為適合休閒、旅遊的度假新景點。 

《煙台》山東半島東部，瀕臨渤海和黃海，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 

【漁人碼頭】煙臺海昌漁人碼頭，東臨黃海，北接第二海水浴場，南至原漁業碼頭，

三面環海。集合了旅遊、餐飲、休閒、娛樂、購物、度假等多種元素，包含煙臺海昌

鯨鯊館、煙臺海昌雨岱山溫泉、美食風情街、濱海特色商業街、高端住宅聚居區等。 

 敬請自理       韓式烤肉風味         小海鮮風味 

 5星國際品牌 煙臺金海岸希爾頓飯店 或 百納瑞汀大酒店 或同級 

第二天 煙臺【張裕卡斯特酒莊(千畝葡萄莊園)（含品酒+每人贈送 1瓶張

裕紀念酒）】－蓬萊【八仙渡海景區、海市公園】－棲霞 

  



【卡斯特酒莊（含品酒+每人贈送 1 瓶張裕紀念酒）】位於煙臺至蓬萊的黃金旅遊線上。

與法國波爾多同一緯度的煙臺是中國最宜種植優良釀酒葡萄的地域，適宜葡萄的發

芽、生長、開花、結果，葡萄枝條不需埋土亦可越冬，具有得天獨厚之說。酒莊集旅

遊、觀光、休閒為一體，成為煙臺市又一旅遊景點；同時它又是張裕高檔葡萄酒的釀

造基地；而且還是引進、選育國內外優良葡萄新品種，進行相關栽培技術研究的的重

要場所。 

續後驅車前往蓬萊市。 

【八仙渡景區】八仙渡海口位于海水浴場東側海中，西與蓬萊遙遙相望，是根據八仙

過海神話傳說填海造地新建的景區，造地面積 3.3 萬平方米。景區內建有大型八仙過海

漢白玉照壁、流軒、挹清軒、八仙祠、三星殿、財神殿、放鶴亭、環形步廊等民族風

格古典式建築。 

【海市公園】其公園整體設計上，圍繞海市文化這一主題設置了大量歷史文化元素的

內容，形成“一軸、兩帶”的文化展示區。一軸：中央景觀軸包括海市大門、銀杏詩

廊、海市廣場、觀景平臺等重要節點。設計了詩詞地雕和民俗地雕等文化內容，尤其

是對入門進行了重點設計，提取了波浪、新月、祥雲等造型，打造出海上生明月，明

月映仙山，仙山騰祥雲的夢幻場面。沿海濱路設置了海市蜃樓景牆和蓬萊民俗景牆。

蓬萊剪紙與漁燈節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園以剪紙的藝術形式對漁燈節與海市

蜃樓進行創作，集中體現了我市的民俗文化與海洋文化。 

 酒店內         八仙宴          地主宴 

 準 5星 棲霞寶華開元名都大酒店(2016.05月開業) 或同級 

第三天 棲霞【牟氏莊園】－青島【奧帆中心、360度旋轉餐廳下午茶、漫

步濱海木棧道】 

   

【牟氏莊園】又稱牟二黑莊園，坐落於山東省棲霞市城北古鎮都村（原霞光三路北首）

的牟氏莊園，是北方頭號大地主牟墨林家族幾代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整個莊園建築結

構嚴謹，緊固墩實，雄偉莊重，是中國北方規模最大、全國保存最為完整、最具典型

性的封建地主莊園。牟氏莊園以其恢巨集的規模、深沉的內涵，被諸多專家學者評價

為“百年莊園之活化石”，“傳統建築之瑰寶”。有“中國民間小故宮”之稱。 

【青島】素有『東方瑞士』之美譽，地處山東半島東南、膠州灣畔，是中國重要的沿

海開放城市之一。依山傍海，風光秀麗，紅瓦、綠樹、碧海、藍天交相映出青島美麗

的身姿。如果說西部保存良好的歐洲建築帶給你的是一種古典美，而東部呈現出的則

是現代美。2008 年奧運帆船賽更選定青島為主辦城市，白色風帆、金色沙灘構成美麗



的風景線。以及聞名海內外青島啤酒原產地，金黃色帶著一串串珍珠般氣泡冒出白色

泡沫的新鮮啤酒，等著您來暢飲。 

【奧帆中心】位於山東省青島市新區浮山灣畔，原本是北海船廠的廠區，嶼五四廣場

和東海路毗鄰，於 2006 落成，佔地面積約為 45 公頃，包含 30 公頃的場館區、15 公頃

的賽後開發區，場館區是 2008 年北京奧運舉辦國際帆船比賽的場地；青島國際帆船中

心是青島市海上運動最具特色的建築，配合北京奧運「綠色奧運」、「科技奧運」和「人

文奧運」等三大理念，規畫出世界級的比賽場地，讓民眾來到青島旅遊時能一睹中國

一流的建築水準。 

【匯泉王朝 25 層３６０度旋轉餐廳】全海景悠閒下午荼～每人 1 杯红茶或咖啡(無限暢

飲)+二人份蛋糕甜品+二人份水果，五星級酒店精緻餐廳，地理位置絕佳，25 層高度、

360 度旋轉，品美食，賞美景：第一海水浴場、八大關、小魚山、魯迅公園、小青島，

青島前海一線美景一網打盡。 

【濱海木棧道】西起團島環路，東至石老人公園沿海步行道，全長約 36.9 公里。以濱

海步行道為主線，根據沿途各段岸線的景觀特點的不同，可分為七大景觀區。濱海步

行道的建設引入了國外先進的濱海步行道設計理念，同時通過規劃建設使海濱風情畢

顯畢露，實現旅遊資源再挖掘。走在步行道上，欣賞島城前海一線的旖旎風光，令人

喜不自禁，流連忘返。 

 酒店內           山東大饅頭風味     爐火盤烤海鮮大咖+啤酒暢飲 

 國際 5星 青島隆和福朋喜來登酒店 或 李滄綠城喜來登大酒店 或同級 

第四天 青島【青島天主教堂(外觀)、劈柴院、小魚山公園、青島啤酒廠＋

啤酒無限暢飲、唐島灣濱海公園】 

  

【青島天主教堂(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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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於 1934 年建成，是青島地區最大的哥德式建築。最初擬建

高約百米，適逢二次大戰爆發，希特勒嚴禁本土資金外流，因而要修改圖紙。 

【劈柴院】位於青島市南區中山路商業圈，是中山路、北京路、河北路和天津路圍合

的街坊。其實劈柴院有個路名叫江甯路，德國佔領青島後，於 1902 年修建了此路。 

【小魚山公園】為青島市於八十年代重新規劃的十個山頭公園之一，園內建築主要以

大海為主題突出魚的特色，站在小魚山上，青島前海一線的『紅瓦綠樹、藍天碧海』



的市區風貌可一覽無遺。 

【青島啤酒廠+啤酒無限暢飲】這裏展出了青島啤酒的歷史發展介紹、啤酒文化演變、

啤酒製造流程，並結合品酒娛樂及獨特精巧的紀念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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嶗山泉水，加上德國移植而來的經典釀造技術所

精心釀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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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的第一品牌。 

【唐島灣濱海公園】，位於青島市西海岸的黃島區。是一個圍繞唐島灣兩岬而建的大型

海岸公園，分為北岸和南岸兩個區域，具有“海上西湖”和“青島西花園”的美譽。8

處觀海平臺觀光棧橋、3 處浮碼頭、近 7 萬平方米的遊艇碼頭、8 公里優美的護欄，彌

漫了現代海濱的氣息；與海為鄰的濱海公園東西縱橫 4.5 公里，以“航海、運河、愛情、

運動”為主題，把文化、時尚和體驗相互融合，規劃建設了碼頭休閒娛樂村、濱海伊

甸園、濱海休閒廣場、公共藝術園、運河廣場、濱海運動休閒娛樂中心、生態休閒公

園等主題遊覽區，公園內小橋靜默，流水潺潺，花開朵朵，讓人仿佛置身江南水鄉。 

獨家安排升等入住台灣人的驕傲—臺灣頂級渡假酒店 『涵碧樓』，飯店集聚奢華，面面海景入眼簾 

台中廣播貴賓們享有以下特別安排： 

1. 辦理入住登記之餘，酒店將免費提供每位到訪貴賓歡迎飲品 1 杯 + 特色小點心 

2. 專人導覽介紹涵碧樓各項設施：展示品介紹+酒店設計+酒店文化(參觀時間約 30-45 分鐘)。 

3. 保證貴賓入住房型—海景套房 

4. 酒店區域免費 WIFI 

5. 房間內贈送歡迎水果+免費礦泉水 

 酒店內             膠東風味            海韵軒風味 

 台灣知名品牌奢華 5星 青島涵碧樓(海景套房) 

第五天 青島【睡著懶覺或享受飯店設施(泳池、漫步沙灘、健身房……)】

／桃園 中華航空 CI532  13:05/15:40 

晨曦是如此的恬靜，所謂度假當然就是要好好慵懶一下，

沒有擾夢的 MORNING CALL，輕鬆的用完早餐後，您可恣意

在酒店中享受悠閒時光，盡情享受酒店內的設施，或者四

處逛逛享受這一個逍遙自在的早上，這難得的優閒慢活時

間，現在只有您能專屬。 

台中廣播貴賓們享有以下特別安排： 

1.入住貴賓漫步酒店私人沙灘及酒店外環島公路 

2.入住貴賓免費使用酒店健身房設施：力量器械（欣賞海景）、跑步機、自行車、橢圓機、多

功能訓練機、杠鈴、啞鈴 

後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台北，結束此次的山東 5 日遊，並期待下次旅遊再見。 

 飯店內用        機上簡餐        敬請自理 



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價值台幣 80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含 另收 3000 元 

入住 1晚 奢華酒店 

【青島涵碧樓】 

獨家 

(每晚價差 3000 元) 

一般酒店 

入住 1晚 奢華酒店 

 【喜來登酒店系列】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每晚價差 2000 元) 

沒有包含 

入住 1晚 奢華酒店 

 【希爾頓酒店系列】 

台中廣播, 包含 

(每晚價差 2000 元) 

沒有包含 

張裕卡斯特酒莊(千畝葡萄

莊園)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含品酒+每人贈送1瓶張裕

紀念酒） 

 

沒有 

    棲霞【牟氏莊園】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 

全程餐食:享用各地風味餐 
台中廣播獨家 一般行程都用普通餐食 

一餐約 RMB30-40 元 

306度旋轉餐廳下午茶 台中廣播,包含 沒有 

青島啤酒廠+啤酒無限暢飲

+贈送啤酒花生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 

匯泉王朝 25層３６０度 

旋轉餐廳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爐火盤烤海鮮大咖 

+啤酒暢飲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華夏城風景區:世界獨一 

無二的三面聖水觀音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八仙渡景區 台中廣播, 包含 沒有包含 

唐島灣濱海公園 
台中廣播, 獨家包含 

(價差 600 元) 

沒有包含 

專業.風趣 DJ 導遊同行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