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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 15 天之旅 (CIT009)
哈爾濱－長春－吉林－瀋陽－大連－旅順－煙臺－
青島－嶗山－濰坊－濟南－泰山－曲阜
第一天：美國－北京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飛往見證中國歷史五千年興衰，盡現中國恢宏氣度的美麗城市─中國的首
都北京。
第二天：抵達北京當日轉機抵達哈爾濱
今日抵達具有“東方莫斯科”之稱的也是黑龍江的省會－哈爾濱。哈爾濱市是一座近 900 年歷史
的古城，在清末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俄國勢力進入東北地區，俄羅斯風格的建築也如雨後春筍
般地建起，整個城市散發濃厚的異國風情。我社專業中英文導遊接機，隨後前往下榻酒店休息，
掃除飛行後的疲憊。
哈爾濱酒店：福順天天大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fortunedayshotel.com/
第三天：哈爾濱
今日參觀【東北虎林園】參觀，東北虎林園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飼養、繁育東北虎的基地，
擁有各種不同年齡的純種東北虎 300 多隻。東北虎林園目前有「成虎園」、「育成虎園」、「幼
虎園」、「非洲獅園」等景區。之後前往俄羅斯風格的【聖索菲亞教堂廣場】，此教堂曾是遠東
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續前往參觀【史達林公園】，此公園位於松花江南岸，是哈爾濱`濱江公
園的代表。象徵哈爾濱精神的【防洪勝利紀念塔】，而兩旁林立的商店，吸引了來往的行人，成
為哈爾濱最主要的商業街。後前往【俄羅斯精品商城】，您可在此購買俄羅斯套娃、望遠鏡等，
參觀文廟。晚餐品嘗羊肉火鍋風味。
貼心安排：羊肉火鍋
第四天：哈爾濱－長春 （300 公里車程約 4 小時）
早餐後前往素有『北方花園城市』之城的長春，向來有森林城、文化城、汽車城、電影城、君子
蘭城等『五優城』的美稱。抵達後參觀【偽滿州國皇宮】，這裏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
儀第三次登基時的宮殿。【僞八大部】外觀，始建於 1938 年，當時是僞滿洲帝國的統治中心；
然後行經【新民大街】，這條綠蔭夾道的馬路，兩旁都是偽滿州國時期的重要建築。
長春酒店：名門海航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hnahotel.com
第五天：長春－吉林
早餐後驅車前往吉林【北山公園】，它是一座久負盛名的寺廟風景園林，一座臥波橋把一池湖水
分為東西兩部分。之後前往【吉林隕石博物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隕石陳列館。以及【世紀
廣場】，位於吉林市博物館和松花江南岸之間，由博物館建築群、旱噴泉、國旗平臺、“世紀之
舟”巨塔、音樂噴泉、望江平臺等部分組成。是吉林市一座反映城市特色的風景園林。
吉林酒店：皇家花園海航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eghotel.com/
第六天：吉林－瀋陽
前往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遊覽保存至今的清代最早的宮殿建築群－【瀋陽故宮】，其歷史和藝
術價值僅次於北京故宮，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營造和使用的宮殿。而後參觀【張學
良將軍的少帥府】，晚餐品嘗老邊餃子。
貼心安排：老邊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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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酒店：喜來登大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starwoodhotels.com/sheraton/property/overview/index.html?propertyID=1184&langu
age=zh_CN&localeCode=zh_CN
第七天：瀋陽－大連
今日前往素有『花園城市』、『浪漫之都』等美譽，以綠色為依託，以漂亮的城市環境為品牌的
大連市。前往遊覽【老虎灘群雕】，這裡三面環山，一面臨海，海中巨石形如臥虎，是大連最佳
海濱浴場之一。享用晚餐後前往【星海公園】欣賞美麗夜景，是一個大型海濱公園，傳說曾有巨
星隕落，星海由此得名。隨後遊覽【清泥窪橋購物廣場】、【人民廣場】。
大連酒店：日航飯店 5✰ 或同級 http://www.nikkodalian.com.cn/cn/common/index.html
第八天：大連－旅順－大連
前往【旅順】，旅順位居遼東半島最南端，自古以來軍事戰略地位就一度很重要，抵達後前往
【軍港】、【日俄監獄】、【203 高地】等景區，整個旅順就是一座巨大的近代歷史博物館。隨
後前往【北大橋】參觀沿途美麗的風光經【濱海路】返回大連。晚餐品嘗大連海鮮。
貼心安排：大連海鮮
第九天：大連－煙臺
今日搭船前往煙台市。前往【煙臺山】是明代狼煙墩台的所在地，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
在此山修建狼煙墩台，也稱烽火臺，煙臺山下東海岸路，若遇滿潮逢東北風大作，激浪排空，沖
天而起，如雲似雪，可謂一大奇景。後遊覽【張裕酒文化博物館】於 1992 年建館，坐落於山東
省煙台市芝罘區六馬路 56 號─張裕公司舊址院內。該館主要由百年地下酒窖和展廳兩部分組成。
展廳通過歷史廳、酒文化廳、榮譽廳、書畫廳四大部分，比較系統地展示了張裕酒文化的百年歷
史，展廳還陳列了許多名人墨跡及藏品。接著前往參觀【毓璜頂公園】。
煙臺酒店：靜海大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yt-jinghaihotel.com/
第十天：煙臺－青島
今日驅車前往有“東方瑞士”之稱的青島。前往【棧橋】是青島的象徵。遊人漫步於棧橋海濱，
可見青島新月型的城市輪廓，棧橋似長虹臥波，遠處，小青島上白色的燈塔亭亭玉立。【八大關】
是青島最好的地方，街道縱橫，左右交叉，狀若棋盤，更難得是清淨。另外這裏一路一木，一木
一林，其間有無數世紀初別墅式的歐式建築，有如歐洲小鎮，靜雅宜人，若起一個大早，漫步松
樹叢中，走向海風響處，更有無限愜意！
青島酒店：海天大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hai-tian-hotel.com/haitian/index.php?Locale=zhcn
第十一天：青島－嶗山－青島
享用早餐後，前往有『東方阿爾卑斯山』之稱的【嶗山】，山中多奇岩勝景，自宋代以來即不斷
有道觀在此興建；續前往青蛙石、石老人以及有道教全真第二象林之稱的【太清宮】；名道士邱
處機、劉志堅、張三豐等人均曾在此修道。遊畢返回青島。前往【東海雕塑園】主要由室內雕塑
藝術館和室外雕塑公園兩部分組成。【五四廣場】，有大型草坪、音樂噴泉，以及標志性雕塑“五
月的風”。特別安排入內參觀【2008 年奧運帆船賽基地】。前往【小魚山公園】，園內建築主要
以大海為主題，突出「魚」的特色。續往早年承接德國釀造啤酒技術的【青島啤酒廠】如今聞名
中外，是中國啤酒的第一品牌，在此可以痛快暢飲一番。
貼心安排：最新鮮的青島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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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天：青島－濰坊－濟南
今日搭乘豪華旅遊車前往山東省首府－濟南。途經風箏之都－濰坊，參觀【楊家埠風情園】，楊
家埠木板年畫是中國傳統民間工藝美術的一朵奇葩。濟南城內原來百泉爭湧，分佈著久負盛名的
趵突泉、黑虎泉、五龍潭、珍珠泉四大泉群，有美泉 100 多處，享有“七十二名泉”之美稱。
【大明湖】由城內眾泉匯流而成，水質清冽，遊魚可見。沿湖 800 餘株垂柳環繞和 40 余畝白荷
紅蓮，構成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秀美畫卷。濟南八景中的“鵲華煙雨”、
“匯波晚照”、“佛山倒影”、“明湖秋月”均可在湖上觀賞。
濟南酒店：山東明珠怡和國際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4008110531.com/index.php?Locale=zh-cn
第十三天：濟南－泰山
享用早餐後，前往素有“五嶽之長”之稱的東嶽【泰山】，至中天門搭乘覽車上山至南天門從絕
頂往下看，華北平原盡收眼底故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說。前往【天街】─天上的市街，是國
內十大特色市場之一。這裡的商號歷史上就有以實物作標志的傳統，有笊籬家、葫蘆家、雙鬥家
等等。走進天街無論購物還是觀景，都是十分愜意。【玉皇頂】位於碧霞祠北，為泰山絕頂，舊
稱太平頂，又名天柱峰。【玉皇廟】位於玉皇頂上，古稱太清宮、玉皇觀。東亭可望“旭日東
升 ”，西亭可觀“黃河金帶”，而後搭乘纜車下山。
貼心安排：纜車上下山
泰山酒店：東尊華美達酒店 5✰ 或同級 http://www.ramadaplazataian.com/
第十四天：泰山－曲阜－濟南
今日前往位於山東省西南部，中國著名的文化古城，也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故鄉－【曲阜】，曲
阜是中國著名的文化古城，隨即前往【孔廟】位於曲阜城中央是中國面積最大、歷史最久的孔廟。
午餐前往餐廳享用風味『孔府家宴』，後繼而參觀【孔林】位於城北外 1.5 公里處，又稱聖林，
是孔子及其後裔墓地，已有 2400 多年歷史。續前往坐落曲阜城東華門大街、孔廟東側，“衍聖
公府”是孔子嫡長孫世襲衍聖公的住宅【孔府】。隨後返回濟南，遊覽【泉城廣場】，在此最能
集中體現泉城特色的幾大景點，納入廣場內，集花園、噴泉、長廊、購物廣場等一處，您可在此
自由逛街購物。
濟南酒店：山東明珠怡和國際酒店 4✰ 或同級
http://www.4008110531.com/index.php?Locale=zh-cn
第十五天：濟南出境
今日您將搭乘豪華班機轉道北京或者上海返回您美國溫暖的家，您亦可在中國其它城市做停留，
請恰您的旅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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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1/3,17

$1,699

$2,199

加 $550

$360

$100

$2,659

12/1,29

$1,699

$2,199

加 $450

$360

$100

$2,659

2013 年價格與出發日期
三藩市或洛杉磯出發

出發日期
（星期六）

陸地段

含機票

單人房

燃油費

稅

合計*

1/12,26

$1,999

$2,499

加 $550

$360

$100

$2,959

2/16

$1,999

$2,499

加 $550

$360

$100

$2,959

3/16,30

$2,099

$2,599

加 $650

$360

$100

$3,059

4/13,27

$2,1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5/11,25

$2,1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6/8,22

$2,099

$2,899

加 $650

$360

$100

$3,359

7/6,20

$2,099

$2,899

加 $650

$360

$100

$3,359

8/3,17,31

$2,099

$2,899

加 $650

$360

$100

$3,359

9/14,28

$2,1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10/12,26

$2,199

$2,799

加 $650

$360

$100

$3,259

11/9,23

$2,099

$2,599

加 $550

$360

$100

$3,059

12/7,28

$1,899

$2,399

加 $550

$360

$100

$2,859

* “合計”包括往返國際機票、燃油費、所有的稅、中國境內的交通、酒店（2 人 1 房）、中英
雙語導遊、行程中所列之景點和節目門票、每日的精美飲食三餐（抵達當天不含餐）、旅遊期間
的意外傷害保險，但不包括單人房費。
報名之前，請先看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標準預訂通告”。
兒童費用：十一歲或以下的兒童與兩成人共用一雙人房，不佔床位時，收取成人費用之 75%；若佔床位，則收取成人費用之 90%；十
二歲或以上兒童之收費，與成人同。
機票：表列費用係搭乘中國國際航空(CA)，由美國洛杉磯(LAX)、舊金山(SFO)機場出發；若由紐約(JFK)機場出發，團費每人加
$100，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如表列。燃油附加費及稅金因航空公司及旅遊目的地而異，且隨時會調整，不另行通知。由其他機場出發，
美國國內機票加價（部份城巿不按一般時區劃分）：
東部時區 (Eastern Time Zone) 加 $350
山區時區 (Mountain Time Zone) 加 $250

中部時區 (Central Time Zone) 加 $350
太平洋時區 (Pacific Time Zone) 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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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旅假期取消規矩：取消訂位必須以郵政信件、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恕不接受口
頭通知。取消訂位及費用收取：
A：出發日期 60 天或以上取消者
B：出發日期 45－59 天取消者
C：出發日期 30－44 天取消者
D：出發日期 15－29 天取消者
E：出發日期 3－14 天取消者
F：出發日期 3 天內（包括出發當天）取消者

$200 美元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全部團費

無論在出發前多久，若取消訂位或變更訂位時，機票、船票、火車票已開出，或已與相關的單位作了最後
確認，在此情況下，本公司除規定之罰款外，同時将按上述相關單位的規定收取手續費及罰款。

爲了您自己的利益與安心，我們強烈建議您考慮買取消保險。請參考我們預訂資料網頁上的保險
計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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