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尊貴的您安排不一樣的愉快旅程 ~
傾島青城【青島啤酒博物館】、淄博【周村古商城】
風箏故鄉【楊家埠民俗古村】、孔子故乡【孔庙，孔府，孔林】
泰安【五嶽獨尊-泰山】泉城濟南【黑虎泉、名勝大明湖】
中國四大名樓之一【蓬萊閣】
第一天 亚庇

广州

济南

[寬厚裏民俗街] 在浓郁的老济南特色街广场,既有天南海北的茶叶、干果、
蜂蜜,还有剪纸等及美食一条街的各种美食品尝特色小吃。
晚:重本安排济南特色泉水欢迎晚宴

银峰华美达酒店或同級 *五星

第二天 济南 - 黑虎泉 - 大明湖新区 - 曲水亭街，
曲阜 (車程約 2.5H) - 孔庙 - 孔府

本团特点


全程不设购物点及自费项目，
让您尽情畅玩



全程安排优秀导游讲解，深入地

了解风土人情
 畅游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五
岳之首『泰山』有「五岳之首」、
「五岳独尊」的称誉，(包乘缆车
及环保车往返)



畅游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孔
府』『孔林』





青岛：住宿 2 晚【国际品牌】
嘉年华万丽酒店或同級
济南：住宿 1 晚【国际品牌】
银丰华美达酒店或同級

【饕餮】美食



早:酒店 / 午:粤式风味
晚:孔府家宴

曲阜兖州圣德国际酒店或同級 *五星

第三天 曲阜 - 孔林 ，BUS 泰安 (車程約 1.5H) - 泰山【(含往返景交車
及纜車) 南天門 - 天街 -望吳勝跡 - 唐摩崖石刻 - 玉皇頂】
[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
[泰山]（含缆车往返)中國五嶽之首,古名岱山，又稱岱宗。據中國古代各朝
代文獻記載，此山經常是皇帝設壇祭祀祈求和舉行封禪大典之地。泰山山體
雄偉壯觀，景色秀麗。多松柏，更顯其莊嚴;又多溪泉，故而不乏靈秀。
[南天门]，[天街]，[唐摩崖石刻]，[望吴胜迹]及[玉皇顶]都是泰山主要旅
游景点之一。
早:酒店 / 午:泰山灵芝宴 /
晚:泰山风情宴

泰山宝盛大酒店或同級 *五星

潮玩青岛啤酒博物馆及啤酒厂

住宿【舒适五星】酒店



[黑虎泉]济南四大泉群之一,早在金代以前，黑虎泉就以现名闻名于世,泉水
出于深凹形洞穴，通过三个石雕虎头泉水喷出.因其声、色特点而得名。
[大明湖南岸]济南三大名胜之一，是繁华都市中一处难得的天然湖泊，也是
泉城重要的风景名胜，素有“泉城明珠”的美誉。
[曲水亭街]是泉城济南一条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特色老街
[孔庙] 是祭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祠庙。衍圣公府俗称
[孔府]是我国现在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衍圣公为孔子嫡裔子孙世袭爵
位，其职责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务。

佰蒸鲜青岛特色蒸气海鲜、
人气美

食船歌渔海鲜水饺
【重本安排】济南特色泉水欢迎晚宴

第四天 泰安 BUS 淄博(車程約 2.5H) - 周村古商城 BUS 濰坊(車程約 2H) 楊家埠民俗古村（欣賞傳統木板畫和風箏的製作過程,參觀風箏博物館）
[周村古商城]是以国家级历史文化古街、鲁商文化发源地、影视拍摄基地为
主的三大品牌。
[杨家埠民俗古村]中国民间木板年画三大产地之一.一座封闭式的大院落.
在这里体验风筝轧制、年画印刷等乐趣的同时也可以领略到几百年前杨家埠
人的生活方式,体味杨家埠人古老的民俗、民间风情.
（欣赏传统 木板年画和风筝的制作过程）
早:酒店 / 午:博山风味
晚:潍县风味

潍坊蓝海大饭店或同級 *五星

第五天

濰坊 BUS 蓬萊(車程約 3H) - 蓬萊閣 - 水城 - 古船館，BUS 煙臺(車程約 1.5H)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 - 月亮湾 - 烟台公园

[蓬莱阁]是古代登州府署所在地，中国四大名楼之一。
[古船博物馆]是一座以古登州港与出土古船为主题的专业性遗址博物馆；如中外古船、紫檀木舵杆等..也是传统
造船技术和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
[月亮湾]也叫月牙湾，烟台月亮湾西与烟台山呼应，北与芝罘岛遥望，东可看崆峒岛，南可见玉岱山，交通便利，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景观资源。
[烟台山公园]景区以狼烟墩台、灯塔和外国领事馆西式建筑著称，主要景点有墩台灯塔、燕台石、抗日烈士纪念
碑、石船、惹浪亭、观海楼和原各国领事馆区。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是全球葡萄酒行业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博物馆，是中国葡萄酒业和中国民族企业崛起的艰辛缩
影。**免费品两种葡萄酒+赠送张裕金奖白兰地纪年酒 110ml 一瓶
早：酒店 / 午:蓬莱渔家风味 / 晚:胶东风味

第六天

烟台貝斯特韋斯特酒店或同級 *五星

煙臺 BUS 青岛 (車程約 3.5H) - 德國總督府舊址博物館 - 八大關風景區及漫步濱海木棧道
- 2008 年奥运帆船比赛中心及五四广场

[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又叫迎宾馆，是一百多年前德国侵占青岛时期所建造的总督官邸。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
德国古堡式建筑，其内部为宫廷式木质结构，如今依然可见到堪比欧洲宫廷般奢华的内部陈设。
[八大关风景区、滨海木栈道]以我国长城八个关口命名,由于景区内别墅建筑样式多样,各不相同,又被誉为“万
国建筑博览园”.
[2008 年奧運帆船比賽中心及五四廣場] 坐落於青島市東部新區浮山灣畔，是 2008 第 29 屆奧運會和 13 屆殘奧
會帆船比賽場地。
早：酒店 / 午:农家风味
晚:青岛特色铁锅蒸海鲜(重本包每人一只鲍鱼)

第七天

青岛嘉年华万丽大酒店或同級 *五星

青島 - 棧橋公園 - 外觀天主教堂 - 百年老街劈柴院小吃街 - 小魚山公園 青島啤酒博 物館 - 青岛夜游

[栈桥公园]石基灰面，桥面两侧装有铁护栏，是青岛最早的军事专用人工码头建筑。德国侵占青岛后，栈桥成为
货运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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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國前山東省最高
的建築。是中國唯一的祝聖教堂。
[百年老街劈柴院小吃街]位於青島市南區中山路商業圈，是中山路、北京路、河北路、天津路圍合的街坊。論小
吃，這裏的鍋餅、爐包、餛飩和豆腐腦最為名也最搶手。
[小鱼山公园]这一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山头公园，因势谋景,以景造型，围绕“海”的主题，使古典园林呈现时
代的气息.山海一色,前海美景尽收眼底。
[青岛啤酒博物馆]国内唯一的啤酒博物馆，设立在青岛啤酒百年前的老厂房、老设备之内,以青岛啤酒的百年历
程及工艺流程为主线，浓缩了青岛啤酒工业及青岛啤酒的发展史。(品尝新鲜原浆和纯生啤酒，赠送个性啤酒樽)
早：酒店 / 午:船歌鱼水饺 / 晚:德式啤酒宴(青岛纯生啤酒畅饮）

青岛嘉年华万丽大酒店或同級 *五星

第八天

青島
广州
亚庇
早
早餐后，前往青岛国际机场收拾心情返回亚比。愿您有个愉快的旅程。
Day 1
Day 1
Day 8
Day 8

【饕餮】美食
佰蒸鲜青岛特色蒸气海鲜、
人气美食船歌渔海鲜水饺
【重本安排】济南特色泉水欢迎晚宴

ROOM TYPE
TOUR FARE (ALL IN)
团费 （全包）

ADULT(TWIN/TRIPLE)
成人 双/三人房
RM

4,688

CHILD (WITH BED)
小孩含床
RM

4,688

CZ8484
CZ3509
CZ3716
CZ8335

BKI - CAN
CAN - TNA
TAO - CAN
CAN - BKI

CHILD (WITHOUT BED)
小孩不含床
RM

4,188

0330 : 0635
0915 : 1200
0820 : 1125
1440 : 1800

SINGLE SUPP.
单房另加
+ RM

950

INCLUSIVE 包含

Return ticket+taxes / 23kg check-in baggage (1 piece only) / 7 Nights Hotel Accommodation /
Entrance Fees / Meals as mentioned in itinerary / Tour Leader / Local Tour Guide & Driver Tipping /
**China Visa for “H” Sabah Passport only (Additonal charges for other Passport Holder)
来回机票+税 / 23 斤托运行李（只限 1 件）/ 7 晚酒店住宿 / 入门票 / 餐食 / 导游及司机小费
**中国签证只限沙吧”H”护照 （其他护照有另加收费）

EXCLUSIVE 不含

Travel Insurance 旅游保险

DATE 日期

NOV 01, 14, 27 / DEC 08, 23 / 2019 - JAN 12 / FEB 24 / MARCH 10,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