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夏威夷 陽光海南悠遊 5日高檔團 
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直航午去晚回班機(海口進 /三亞出) 

出發日期：106 年 3 月 22 日(星期三~星期日) 
        三亞埃德瑞酒店 

 

 

 

 

 

 

 

 

 

 

 

 

 

 

 

 

 

 

 

    三亞海韻渡假酒店 

2009 年開業  600間房   電話 0898-88388888 
 

 

 

 

 

 

 

 

 

 

 

 

 

 

 
 
 
 
 
 
 
 
 
 



 
    海口明光海航酒店 
 
 
 
 
 
 
 
 
 
 
 
 
 
 
 
 
 
 
 
 
 

 
【行程特色】 

1.前往中國唯一具有國家級熱帶風情的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 

2.輕鬆感受渡假行程，有別於市場上早起趕車趕路行程，輕鬆遊覽。 

3.特別贈送：礦泉水無限當季水果招待清涼椰子一顆 

4.全程不走購物、不上攝像，不走中藥材，不走醫療諮詢。 

 
●【景點安排】● 

～【博鰲水城＋船遊玉帶灘】：乘船遊覽海南島的母親河，欣賞被譽為「中國的亞馬遜河」的萬 

     泉河風光，並登上世界上最狹長的海灘－玉帶灘。 

～【鹿回頭山頂公園＋電瓶車】：這構思獨特，造型優美的石雕是目前海南省最大的花崗岩石雕。 

～【南山寺佛教大觀園】，南山寺是一座仿盛唐風格、居山面海的大型寺院是中國南部最大的佛教園

區。 

～【椰田古寨】，是海南省新興的展示苗家文化風情的視窗。 

～【椰夢長廊】，迎著習習的海風整理心情，或做一次深呼吸多汲取世界上空氣指數僅次於古巴 

     哈瓦那的清新空氣，最棒的莫過於和伴侶一起體會閑步美麗海岸的動人時光。 

～【電影公社－１９４２街】，以馮小剛馮氏經典電影場景為建築規劃元素，打造綜合娛樂商業 

     街區，呈現上世紀整整百年間的中國城市街區風情，完整展現 20世紀中國城市建築的演變史。 

 

第一天：臺北/海口（25 分鐘到市區）CI 523    1520/1755  

今日集合機場搭機，飛往度假天堂的海南島，海南島具有美麗的島嶼及被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全年

滋養著，風光婍妮，無盡的風華待你分享，她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近年成為了世界上新興的

旅遊聖地。班機抵達後專車接往市區，安排晚餐，餐後自由活動。 

早餐：X          午餐：X        晚餐：愛晚亭風味 50  

住宿: ★★★★★海口明光國際酒店 



 

第二天：海口-（五公祠、瓊台書院、騎樓老街+東、世紀大橋、馬鞍嶺火山遺址公園，

馮小剛電影公社—１９４２街--（90 分鐘）博鼇（60 分鐘）興隆（博鼇水城+玉帶灘遊

船、興隆熱帶植物園、熱帶飛禽世界） 

早餐後前往遊覽五公祠，自北宋大文豪蘇東坡於紹聖四年(1097)被貶來瓊，借寓金粟庵(今五公祠內)

留存遺跡以來，宋、元、明、清及民國歷朝不斷在其周圍增建、重修古跡，習慣上把這組古跡群稱

之為“五公祠”。它包括：海南第一樓(又稱五公祠)、學圃堂、觀稼堂、西齋(五公精舍)、東齋、

蘇公祠、兩伏波祠、洞酌亭，浮粟泉、瓊園和新建的五公祠陳列館。隨後前往瓊台書院，相傳是後

人為紀念海南第一才子、明朝大學士、瓊台先生丘濬而建。前往下午前往海口騎樓老街：要想品嘗

正宗的海南小吃，請你去老街；要想瞭解海口的風土 人情，請你去老街；要想瞭解海口的歷史文

化，還是請你去老街。老街騎樓大多是上 世紀初一批批從南洋回來的華僑所建。騎樓外表乍看斑駁

古拙，仔 細欣賞時發現那些建築上大多佈滿優雅細緻的雕塑和洋派的裝飾，很有些巴羅克的味道。

騎樓樓層都不太高，兩三層的居多，有些還保留著早前的商號，和憑欄、門窗 等處的精美雕花。

【馬鞍嶺火山遺址公園】是位於海南島東北部的瓊山市石山境內的火山爆發遺跡，形成了 36 個火

山口群，被譽為中國第一火山口。主峰馬鞍嶺海拔 222 公尺，地下溶洞數百個，是「天然的火 山

博物館」。附近生長上千種的熱帶植物、果林，植物學家譽為最完整的熱帶植被叢落。由火山群構

成的 火山奇觀，被稱為最罕見的旅遊勝地，您可欣賞到精美的火山門、優雅的花園路，美麗開闊的

中央廣場。 登上山頂的觀景道、觀景台，可俯瞰海口市高樓林立的雄姿，遠眺波濤洶湧的瓊州海

峽，遙望海南中部的 五指山等，像一幅美麗的畫卷展現在眼前；在這裡欣賞沒入海平面的日落景

致，體會繁忙的都市人難得擁 有閑適時光。以馮小剛《一九四二》、《唐山大地震》、《非誠勿

擾》等馮氏經典電影場景為建築規劃元素，打造綜合娛樂商業街區，呈現上世紀整整百年間的中國

城市街區風情完整展現２０世紀中國城市建築的演變史。爾後專車★興隆熱帶植物園，此園融自

然、人文、農藝、園林與環境生態保護於一體，園內 1935 種植物其中國家級保護植物 18 種；花園

重點選種棕櫚科、蘇鐵科、熱帶蘭花…等物種，以及有海南蘇鐵 2000 多棵；目前已被國家環保局

命名為第一批“全國環保教育基地”，辟有名人植樹區。後前往【玉帶灘】乘船前往位於博鰲水城

東部，猶如一條長長的玉帶有心的將萬泉河和南海分開的，觀賞自然形成的地形狹長沙灘半島，外

側南海煙波一望無際，內側萬泉河、沙美內海湖光山色，內外相映，構成了一幅奇異的景觀。這裡

是被金氏紀錄列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河流入海口。需前往參觀海南熱帶飛禽世界，是目前國內最

大的鳥文化主題公園。由近千種不同植物美化而成的 466 畝生態空間裏，展示著 300 餘種 30000 餘

隻各式熱帶飛禽，涵蓋了海南鳥類的絕大多數。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住宿：興隆 ★★★★★金陵博物館酒店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0554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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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4461532&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7861


 

第三天：興隆-（30 分鐘）石梅灣旅遊渡假區（90 分鐘）-三亞椰田古寨（10 分鐘）

大東海風景區（6 分鐘）（40 分種）鹿回頭山頂公園+電瓶車—晚上欣賞宋城千古情

表演  

早餐後遊覽★電影非誠勿擾 2 拍攝地~石梅灣旅遊渡假區】由 兩個新月形的海灣組成，東南臨碧波

蕩漾的南中國海，其他三面為青 翠山坡所環抱，長約 6 公里的潔白沙灘，細膩綿軟，近岸處的海水

清 澈見底，可見到海水由淺藍隨深度變化為深藍。後前往中國最南端的熱帶濱海旅遊城市——三亞

市登上【鹿回頭山頂公園】俯瞰浩瀚的大海，遠眺起伏的山戀，讓三亞全景盡收眼底，你要是來到獵

人和鹿女戀愛過的地方，細細品味黎族少年那動人的愛情故事，你必將終生難以忘懷。之前往 大東

海——月牙形的海灣，遼闊的海面晶瑩如鏡，只見白沙融融，陽光、碧水、沙灘、綠樹構成了一幅美 

麗的熱帶風光圖畫。大東海位於海南省三亞市的鹿回頭和兔尾嶺兩座山頭之間、與榆林港毗鄰，距離

三亞市區僅有 3 公里，是海南三亞市相當著名的旅遊景點，渾然天成的半月形淺水海灣，兩條東南走向

且平行的山脈伏入南海，三面環山、成排椰林與雪白的沙灘成為優美的景色； 午餐後前往●【椰田古 

寨】古寨標榜的就是一切建築都以椰子柱成。看著這些椰子樑柱，真感覺到年代。主色調是海南苗族

最喜歡的黑色和銀色。裡面的販賣區，則是以銀飾為主，各種銀飾真是手工精細、美輪美奐，其中最

多的是項鍊。單看那些手工精緻的項鍊，就很值得。晚餐後安排欣賞【宋城千古情】的精彩表演節目。 

早餐：中式合菜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飯店: ★★★★★埃德瑞酒店 

 

第四天：三亞（南山寺佛教大觀園、蘭花大世界、椰夢長廊） 

   

早餐後專車前往海南省三亞市南山寺，位於海南省三亞市以西 40 公里南山文化旅遊區內的“佛教文化公

園”中。據史志所載，三亞南山即菩薩長居之“補怛洛迦”，有“大光明山”之稱，三亞南山寺占地 400 畝，

仿唐風格，建有仁王殿、大雄寶殿、東西配殿、鐘鼓樓、轉輪藏、法堂、觀音院、悲田院等，依山就

勢，錯落有致，莊嚴肅穆，清淨幽雅。入其境若入真觀音菩薩說法之道場。 

南山寺是一座仿盛唐風格、居山面海的大型寺院。南山寺是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親臨選址，經

國家宗教局批准，於 1995 年 11 月 11 日奠基，1998 年 4 月 12 日建成。現有仿唐建築仁王殿、天王

殿、鐘樓、轉輪藏、東西爬山廊、東西配殿、金堂等建築群，總建築面積 5500 ㎡。整個建築氣勢恢

宏，為中國近五十年來新建的最大佛教道場，也是中國南部最大的寺院。自古名寺出高僧，南山寺的方

丈是 86 歲高齡的高僧新成大和尚，監院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明生法師。南山寺第二期工程已啟動。

按照規劃設計，第二期工程遵循古代大型佛教寺院方正劃一、主次分明的特點，將主要建築集在中軸線 

上，在兩側設置 12 個不同功能的四合院。二期工程完成後，整個南山寺東西寬 188 米，南北長 416

米，共 8 個臺階總高差 49 米，總建築面積 4 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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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28807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3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165.htm


 

午餐後前往以蘭花文化為主題的蘭花大世界，內有國內外各種蘭花品種 3000 多種，200 多萬株，其中有

300 多種世界珍稀的野生蘭花品種。三亞蘭花世界集中外園林建造思想，先進園林技術運用，通過上千

種中外名貴熱帶蘭花品種進行藝術點綴組合，令人感受到“芝蘭生於深林”、“綠玉叢中紫玉條”的蘭花

生態古典意境。之後返回三亞市椰夢長廊，是環三亞灣修建的一條著名的海濱風景大道，有“亞洲第一

大道”之稱。其沙灘坡度平緩，曲線優美，海水清澈見底。冬可避寒、夏能消暑，是以熱帶海洋風光，

中國傳統文化、南國民族風情為特點的國際一流避寒和休閒度假勝地。椰夢長廊長 20 公里，臨海一側為

景觀優美迷人的熱帶植物園林，與銀色的沙灘、藍色的大海相映成趣，組合成一幅色彩斑斕的長卷畫

圖；另一側是魅力四射的休閒度假區，佈局巧妙，風格各異的幢幢別墅、座座賓館等園林式現代建築處

處林立。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素宴風味合菜 50     晚餐：中式合菜 50 

飯店: ★★★★★海韻渡假酒店(擁有自己的海灘) 

 

第五天：三亞/臺北（天涯海角+電瓶車、亞龍灣）CI538   1900/2145 
早餐後前往天涯海角景區，位於三亞市天涯區，距主城區西南約 23 公里處，背對馬嶺山，面向茫茫大

海，是海南建省 20 年第一旅遊名勝，新中國成立 60 周年海南第一旅遊品牌。景區海灣沙灘上大小百塊

石聳立，“天涯石”、“海角石”、“日月石”和“南天一柱”突兀其間。清雍正年間（1727 年），崖

州知州程哲在天涯灣的一塊海濱巨石上題刻了“天涯”二字。民國抗戰時期，瓊崖守備司令王毅又在相

鄰的巨石上題寫了“海角”二字。1961 年，郭沫若在“天涯”石的另一側題寫了“天涯海角遊覽區”七

個大字。至此，天涯灣畔的這片濱海地帶便成了名副其實的“天涯海角”後前往亞龍灣，是海南最南端

的一個半月形海灣，全長約 7.5 公里，是海南名景之一。亞龍灣沙灘綿延 7公里且平緩寬闊， 

淺海區寬達 50-60 米。沙粒潔白細軟，海水澄澈晶瑩，而且蔚藍。能見度 7-9 米。海底世界資源豐富，有

珊瑚礁、各種熱帶魚、名貴貝類等。年平均氣溫 25.5°C，海水溫度 22-25.1°C，終年可游泳，被譽為“天下

第一灣”。遊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臺灣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用 午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點心+飛機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出發日期：3月 22日【星期三】 

每人團費：23,500元 

【團費內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責任險、領隊導遊司機小費、行李小費、 

            新竹~桃園機場團體接送(外縣市另議)】  

【團費不含：新辦或重辦護照費 1,500元、新辦或重辦護照費 1,700元】 

         【行家旅遊】美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民生路 81號  TEL:03-5354989 (代表號)  FAX:03-5354886  

http://www.atours.com.tw 
交觀甲字第 6560 號、旅品保新 003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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