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山東《齊魯大地、歐陸風情、紅葉秋色、美酒佳餚》 
暢遊 :  煙台(張裕酒文化博物館、煙台山公園)；青島(五四廣場、棧橋、八大關景區、 

德國風情街、天主教堂外觀、小魚山、德國總督樓舊址、青島啤酒博物館)； 

泰安(泰山景區)；曲阜(孔廟)；濟南(大明湖景區、黑虎泉、芙蓉老街) 
 
  
 

 

 

 

 

 

 

 

 

 

 

 

 

 

 

 

 

 
  

閃亮推介 
山東兩大『世界遺產』之旅 
泰山「世界自然及文化雙遺產」，中國「五嶽」之首                            
曲阜-孔廟「萬世師表」孔子故里。儒家思想發源地 
『青島歐陸建築』風情之旅 
八大關、棧橋、德國風情街、天主教堂、德國總督樓舊址 
『秋色追楓推介』 
青島八大關賞楓(10 月 25 日-11 月 22 日出發團隊適用)* 
細意安排 
『暖心餽贈』旅遊車上供應礦泉水，每位貴賓每天兩支 
『貼心服務』每位貴賓安排 1 部導賞耳機，清晰聆聽導遊講解 
美酒淺嚐 
煙台參觀「張裕酒文化博物館」，品嚐葡萄美酒 
青島參觀「青島啤酒博物館」，品嚐當日生產至新鮮原槳啤酒 

地道風味 
青島海鮮餐+滋補海參【位上】(包廂) 
青島《舌尖中國》推介-船歌魚特色水餃 
青島名店「本家韓國餐廳」烤肉料理 
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宮】孔府佳宴 
煙台福山精品菜(包廂)、泰山豆腐宴 
濟南《舌尖中國》推介-泉水宴(包廂) 

青島-迎賓館(德國總督樓舊址) 

青島八大關/濟南紅葉谷感受秋意美景 
 

青島-八大關 

出發日期 : 10月25日起 

Tour code : RSDA06 

曲阜-孔廟 

2 晚青島隆和艾美酒店 

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 

泰安-泰山 濟南-大明湖景區 

煙台世茂希爾頓酒店
店 

濟南鲁能希爾頓酒店 
精美禮品餽贈，每位貴
賓一份 : 青島啤酒「鴻
運當頭」啤酒開瓶器 

全程住宿國際品牌 5 星頂級酒店 

長者門票優惠： 
60 歲以上即減 200 
*此優惠只限持有效回鄉證人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6%96%87%E5%8C%96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
或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紅葉、銀杏等屬季節性大自然現象，若遇天候因素致紅葉/銀杏未紅或凋零，會前往原景點純欣
賞，請客人理解。客人不能藉此要求退團或要求任何賠償。#以上餐單只供參考，個別菜品因季節會有變化。              PHL-FL-CHI19-007-0923 

第一天 

香港  煙台 ~ 海濱廣場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坐

山東航空客機前往山東省以“葡萄酒城”美譽著稱的煙台。 

海濱廣場 
是一條集歷史風情和自然景觀為一體的休閒

海濱廣場。 

膳食 午餐：自理/航機上  晚餐：精品福山菜(包廂)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世茂希爾頓酒店 

(Hilton Yantai) 或同級 

第二天 

煙台山公園 ~ 張裕酒文化博物館 ~ 煙台 ~ 青島 ~ 五四

廣場 ~ 劈柴院百年風情小吃街 

煙台山公園 
三面環海的山海景公園。景區內及周圍建設有

領事館、洋行及眾多別墅。 

張裕酒文化 

博物館 

中國第一家世界級葡萄酒專業博物館。內有百

年地下大酒窖，建成於 1903 年。為當時亞洲

唯一地下酒窖。遊客可免費品嚐葡萄酒(2 款)。 

五四廣場 
是青島最具標誌性的中心廣場。背倚市政府大

樓，集噴泉、雕塑於一體的現代化風格的廣場。 

劈柴院百年 

風情小吃街 

是青島最早的小吃街之一。隨著旅遊的發展，

成了新老混合的小吃街。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蓬萊小麵風味 

晚餐：青島海鮮餐+滋補海參【位上】(包廂) 

青島海鮮餐#: 

金湯小米海參(位上)  油潑野生鴉片魚    爆炒青島蛤蜊 

蒜蓉粉絲蒸扇貝     酸蘿蔔炒海蜇皮    美極比管魚 

自製手撕風乾雞     特色香煎海水豆腐  蒜蓉有機時蔬 

鳳梨咕嚕肉   原味菌菇湯   香甜黃米烙   海鮮炒飯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西海岸隆和艾美度假酒店 

(Le Meridien Qingdao Coast Resort)或同級 

第三天 

棧橋 ~ 八大關景區 ~ 德國風情街 ~ 天主教堂(外觀) ~ 

小魚山 ~ 迎賓館(德國總督樓舊址) ~ 青島啤酒博物館 

棧橋 
是最早的軍事專用碼頭，為青島標誌性建築和

旅遊點。防波堤上的八角樓被稱為回瀾閣。 

八大關景區 

因集中了歐洲 20 多個國家建築風格的別墅，

有“萬國建築博覽會”之稱。除觀賞各國建築

外，還可去居庸關路，是欣賞秋季賞楓熱點。 

德國風情街 
現保存歷史建築 25 座。在上世紀 30 年代，已

成為青島金融中心，被稱為“青島華爾街”。 

天主教堂 

(外觀) 

1930 年建成，是全中國唯一的祝聖教堂。依

據哥德式和羅馬式建築風格設計而成。 

小魚山 

是青島市第一座山頭園林公園，登山俯瞰，棧

橋、小青島、海水浴場、八大關等景觀盡收眼

底。“紅瓦綠樹，碧海藍天”之景極具代表性。 

迎賓館(德國 

總督樓舊址) 

始建於 1905 年。是“德國建築藝術在中國”

的代表。曾先後接待過眾多海內外知名人士。 

青島啤酒 

博物館 

設立在青島啤酒百年老廠房內，分三個遊覽區

域。以青島啤酒的百年歷程及工藝流程為主

線。遊客可免費品嚐新鮮原漿啤酒及生啤酒。 

晚上自費活動 大型高科技水景舞臺演藝表演《青秀》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舌尖中國》推介-船歌魚特色水餃風味 

晚餐：「本家韓國餐廳」烤肉料理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西海岸隆和艾美度假酒店 

(Le Meridien Qingdao Coast Resort)或同級 

第四天 

青島 ~ 泰安 ~ 泰山(纜車上下山、南天門、天街、玉皇頂、

玉皇廟、五嶽獨尊石刻、唐摩崖石刻) ~ 泰安 ~ 曲阜 

泰山 

因氣勢磅礴為五嶽之首，又有“天下名山第

一”的美譽。乘景區環保車及纜車上下山，山

上主要參觀南天門、天街、玉皇頂、玉皇廟、

五嶽獨尊石刻、唐摩崖石刻等景點。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泰山豆腐宴 

晚餐：「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宮】孔府佳宴 

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香宮】孔府佳宴#: 

六藝冷小盤    玉液銀耳湯    孔府吊爐香酥鴨  翡翠蝦仁 

聖府金菇牛肉  一品清蒸鱸魚  荷香糯米粉蒸肉  四季時蔬 

濃湯孔門豆腐  闔家平安燉湯  農家大豐收      一品山藥        

詩禮銀杏(甜品) 臥稻飄香飯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標曲阜香格里拉大酒店 

 (Shangri-La Hotel Qufu) 或同級 

第五天 

孔廟 ~ 曲阜 ~ 濟南 ~ 大明湖景區(乘船) ~ 黑虎泉 ~  

芙蓉老街 

孔廟 

建於公元前 478 年，是一座規模龐大的祭孔的

廟宇。為中國古代大型祠廟建築的典範。保存

了數量眾多的漢碑，而歷代碑刻亦不乏珍品。 

大明湖景區 

集水域風光、園林景觀、古建築於一體，被譽

為“中國第一泉水湖”。歷代文人墨客，留有

不少詩文，其中清人劉鳳誥的對聯“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尤為世人稱頌。 

黑虎泉 

有巨石伏臥的天然洞穴，如猛虎深藏，泉水聲

酷似虎嘯，故稱黑虎泉。泉水氣勢磅礴，湧量

位居濟南諸泉中第二位。 

芙蓉老街 
以街中芙蓉泉而得名。老街憑其鮮明的民俗傳

統和各種各樣的特色小吃而遠近聞名。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魯菜風味(包廂) 

晚餐：《舌尖中國》推介-泉水宴(包廂) 

濟南《舌尖中國》泉水宴#: 

涼菜六冷盤  奶湯蒲菜鮑魚(位上)  芙蓉湖蝦仁  荷香烤鴨    

芥香小牛肉  錦繡江山(辣子雞)    茭白里脊絲  清蒸海鱸

山珍燴烤肉  泉水人家(泉水+白菜+豆腐)       白灼時蔬 

脆瓜炒扇貝  炒有機菜花         炒飯、花卷  時令水果 

住宿 
國際品牌 5 星魯能希爾頓酒店 

(Hilton Jinan South Hotel) 或同級 

第六天 

濟南  香港 

膳食 早餐：酒店自助餐  午餐：自理/航機上 

於指定時間前往機場，乘坐山東航空客機飛返香港。同日抵

達，旅程到此完滿結束。 

當地導遊會在車上銷售山東土特產:阿膠、海產干貨、木耳、花生等。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