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海南 海誓山盟 南海觀音
海景玻璃橋 開平雕樓 港珠澳跨海大橋 8 天
2019 年 參考航班：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去程

國泰航空

CX-463

桃園機場

06： 00

香港機場

07： 50

去程

港龍航空

KA-650

香港機場

08： 45

三亞機場

10： 30

回程

國泰航空

CX-464

香港機場

19： 30

桃園機場

21： 20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城市

抵達時間

去程

香港航空

HX-285

桃園機場

08： 00

香港機場

09： 55

去程

香港航空

HX-169

香港機場

11： 15

三亞機場

12： 45

回程

香港航空

HX-282

香港機場

16： 40

桃園機場

19： 00

第一天 桃園香港三亞【蘭花世界～椰夢長廊～鳳凰嶺海誓山盟含纜車～大東海風景區】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經由專人協助辦理登機手續後，撘機經『香港』轉機飛往海南省三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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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大世界】這裡收藏了多種名貴珍稀的各種

蘭花，園內開滿了鮮豔多色的繽紛花朵如：石斛蘭、蝴蝶蘭、萬帶蘭．．．．等共達千種，受海南豔陽
和優良的環境滋養著，多姿的蘭花將這個熱帶島嶼點綴得富麗且充滿生機，構成了蘭花的大觀園。＜※
溫馨小提示：景區內設展銷廳展示，非購物站，特此說明！＞車遊【椰夢長廊】的海邊綠地上散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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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亞鳳凰嶺公園+纜車】現已更名為“三亞鳳凰嶺海
誓山盟景區”，位於三亞市區中心，為國家 AAA 級旅遊風景區，總體規劃面積達 17 平方公里，主峰海
拔約 400 米，是三亞城市中心的最高峰，方圓 40 里內無與匹敵，是唯一可以全覽三亞四大海灣（三亞灣、
大小東海、榆林灣、亞龍灣）及 360°鳥瞰三亞整座城市全貌的最佳位置。景區引進世界最先進的、被譽
為索道中勞斯萊斯的奧地利索道，是中國南方地區投入最大，風景最好的空中索道，纜車緩緩上升，三
亞如一巨幅畫卷，徐徐展開，整個城市盡收眼底，被稱為亞洲第一觀海看城索道。【海誓山盟廣場】經
佛法大師開光的“海誓山盟”雕塑高約 3 米，造型典雅優美。“海誓山盟”取山、海之靈氣，依山為憑，
貼海為據。象徵男女相愛時立下的誓言，愛情要像山和海一樣永恆不變、地久天長。有情人可在此許願、
祈福！【大東海景區】4A 級景區，大東海是三亞的一處標誌，被國家旅遊局評為“中國四十佳景”之
一大東海三面環山，海岸線長 2.9 公里，一面大海，一排排翠綠椰林環抱沙灘，藍天、碧海、青山、綠
椰、白沙灘獨特之美博得海內外遊客的讚歎。

早餐：X
中餐：中式合菜 40
住宿：准☆☆☆☆☆三亞億源酒店或世紀豪庭酒店

晚餐：椰果風味 40

第二天 三亞【熱帶天堂森林公園含遊覽車+大佛石全海景玻璃橋～亞龍灣玫瑰穀含電瓶
車～世界小姐美麗之冠拉斯維加斯大型歌舞表演秀】

早餐後，前往【亞龍灣熱帶天堂森林公園】位於中國最奢華的白沙海灣—亞龍灣，是中國真正地處北緯
18 度的熱帶雨林。公園為生態度假型森林公園，為按照國家級森林公園的高標準所打造的遊覽設施跟服
務。在此可欣賞到濃密又充滿生機的熱帶常綠性雨林又可欣賞到亞龍灣深淺碧藍的美麗海岸，漫步在園
內可深深地呼吸無污染的芬多精跟新鮮的空氣，感受深度悠閒放鬆的假期。【大佛石全海景玻璃棧道】
位於亞龍灣熱帶天堂森林公園之巔，最高處海拔 450 米，為全海景玻璃棧道。棧道環繞世界最大天然彌
勒石佛而建，全長 400 米，最寬處 10 米，由 130 噸超白進口夾膠玻璃構成，包括淩空台、七彩天梯、彩

蓮望佛台、彩虹之路、山盟海誓及心心相印等景點。棧道路面全部使用 3M*3M 的超大單體透明玻璃鋪
設，在棧道上行走，上可仰觀天高雲淡，下可俯視逾百米深的雨林山谷，前可遠瞰“天下第一海景”亞
龍灣，膽戰心驚之餘，更可享受淩空而行的快樂。
【國際玫瑰谷(含電瓶車)】位於海南省三亞市亞龍灣國
家旅遊度假區內， 占地面積 2755 畝。 亞龍灣國際玫瑰谷景區以美麗„浪漫„愛為主題，以農田、水庫、
山林的原生態為主體，以五彩繽紛的玫瑰花為載體，集玫瑰種植、玫瑰文化展示、旅遊休閒度假于一體
的亞洲規模最大的玫瑰谷。
【拉斯維加斯歌舞秀】美麗之冠是三亞市地標性建築，是三亞市的美麗門戶。
是唯一舉辦過的五屆世界小姐總決賽的場地，現在依然延續著美麗、性感的風潮。每晚這裏可以觀賞到
充滿了時尚、新潮、性感、多元、刺激的拉斯維加斯歌舞秀。重金打造的美麗之冠舞臺美輪美奐、令人
炫目，由美國百老匯藝術總監、美籍華人官明軍先生擔綱總導演，率世界一流舞美團隊、百位各國佳麗
傾情奉獻的一臺大型拉斯維加斯原創歌舞秀。《愛的力量》、《危險之旅》、《美女與野獸》等節目在美麗
之冠的大舞臺上絢爛綻放、掀起陣陣狂飆，激情浪漫的視聽盛宴將讓您仿佛親臨美國拉斯維加斯秀場的
大舞臺！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粵菜風味 40
住宿：准☆☆☆☆☆三亞億源酒店或世紀豪庭酒店

晚餐：海鮮風味 60

第三天 三亞【南海觀音+南山寺含電瓶車～椰田古寨】興隆【興隆植物園含電瓶車～
萬綠園】海口

早餐後，前往【南山海上觀音聖像】世界之最「南
山海上觀音聖像」高達 108 米，是世界最高的海上
聖像，不但超越四川樂山大佛的 71 米，甚至比美國
自由女神像還高 12 米，是一體三尊的三面造型設
計，三面觀音像持蓮、持珠和持篋分別對應代表「和
平」、「慈悲」與「智慧」。【椰田古寨】位於海南省
陵水縣，占地面積上百畝。與著名的蜈支洲島、南
灣猴島等風景區隔海相望、交映生輝，是海南省新
興的展示苗家文化風情的視窗。這裡四季如夏，氣
候宜人，椰樹成林，以你的自然人文景觀與濃郁的
民俗風情融為一體，蔚為壯觀。 景區現已建成古
老文化、奇特風情、椰風飄香、神秘儺蠱、小錘叮
噹五大遊覽區和一台“歡樂苗家歌舞”演出。景區以獨特的角度全方位的展示海南苗家原生態的生活場
景，滿足海內外的遊客瞭解海南奇特的民俗文化的愛好。＜※溫馨小提示：椰田古寨有著苗家先民的歷
史印跡，內設展銷廳展示淳樸苗族人民親手製作的手工藝品（飾品及銀器）。此景點非購物站，貴賓可
自由參觀選購。＞【熱帶植物園】海南最早對外開放參觀的熱帶植物園。植物園占地 600 多畝，植物品
種 2300 多個，劃分為五大功能區，物種資源豐富、園林景觀優美。植物園擁有熱帶經濟作物、林木及園
藝植物品種，保存有野生植物資源和珍稀物種，引進國內外名貴的熱帶植物種類，合理配置，結合林草

等優美景觀的相間佈局，是一座物種資源豐富，園林景觀優美，具有科研、科普、觀光和植物種質資源
保護功能的綜合性熱帶植物園。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陵水風味 40
住宿：准☆☆☆☆☆海口萬麗或同級

晚餐：四大名菜 50

第四天 海口【海南省博物館～馬鞍嶺火山地質公園～馮小剛電影公社民國 1942 街～觀
瀾湖新城】

早餐後，前往【海南省博物館】海南現今是具有豔陽及美麗沙灘的度假之島，同時它也因清新的空氣和
令人心曠神怡的環境獲評為最宜人居的地區之一。遊覽海南省博物館以後，您將對這熱情島嶼有更全面
的認識，從歷史文物到華僑經濟以及繽紛的少數民族文化等豐富館藏，展現另一精采的風貌。【馬鞍嶺
火山口公園】，又稱火山口公園，它形似馬鞍，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由四座火山組成，南
錐風爐嶺火口，北錐包子嶺火口及旁側兩個寄生小火山，它們猶如一對眼睛而稱眼睛嶺，被譽為火山聖
嬰。構成一個完美的全新世休眠火山家族。其四周分佈著大小３０多座拔地而起的孤山，都是火山爆發
形成的火山口或火山堆。火山爆發時地下岩漿的運動使這裏留下了縱橫交錯的地下溶洞群，有仙人洞、
臥龍洞等。嶺上還建有“觀海亭”，可望見瓊州海峽和火山口，並能飽覽百里荔枝園美景。【電影公社
－１９４２街】海口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坐落於觀瀾湖海口國際高爾夫度假區，規劃控制面積１
４００畝，建築面積９５０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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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世紀中國城市建築的演變史。【觀瀾湖新城】與香港娛樂巨擘「蘭桂坊」共同打造的「海口觀瀾湖新
城」，集特色美食、國際級娛樂、時尚文化、休閒購物於一體，總建築面積 24 萬平方米，已有具有影響
力的國際品牌入駐。豐富項目可滿足遊客所有需求，已被視為海口新潮流時尚生活圈新地標！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海南雞飯 40

晚餐：自助晚餐 268

住宿：准☆☆☆☆☆海口萬麗或同級
第五天 海口海安 2.5H湛江【天寧寺～湖光岩（含電瓶車）～觀海長廊】

早餐後，前往【天寧寺】位於廣東省雷州市雷城鎮，古稱“報恩寺”，亦稱“天甯萬壽禪寺”，開山祖
師岫公(有旭)創建於唐代宗大曆五年(770 年)，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是雷州第一古刹。【湖光岩】是
中國唯一的瑪珥湖。瑪珥的英文“Maar”來源於拉丁文“mare”，即海的意思，是一種封閉式特殊類型
火山口形成的火山湖，是世界上罕見的不可再生的地質資源，是全球古氣候、古環境科學研究的“天然
年鑒”和“自然博物館”。【觀海長廊】湛江八景中奇一景“長廊觀海”。這四個字倒過來讀就是“觀
海長廊”。是近年由市政府投資建設的濱海帶狀海濱公園，長廊上綠草油茵，花色芬芳，古木怪樹一束
束，一林林，形成一條千姿百態，景觀變幻的園林長廊，成為湛江人最喜歡的休閑天地和外地游人必觀
的城市風光。在長廊上漫步，在草地上坐談遊戲，那海浪在跳，海風在拂，巨浪在海上過，行雲在天上
飄，實在令人舒心。特別是夏秋之夜，在觀海長廊吹海風，聽濤響，數天星，更夢中景致。上到海上城
市回望市區，又是另一番景色。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粵式料理 40
住宿：准☆☆☆☆☆湛江泰潤國際酒店或同級

晚餐：湛江雞風味 50

第六天 湛江 3H陽春【淩霄岩～玉溪三洞（含遊船）】1H陽江

早餐後，前往【淩霄岩】是省級風景名勝區，被譽為“南國第一洞府”。岩洞分為三層，氣勢磅礴，雄
偉壯觀，以四大奇觀：吉星高照、一線天、水底印月和滴水明珠聞名於世。第一層是志漢大廳，導遊介
紹是高 60 公尺，寬 35 公尺，長 105 公尺。順著梯子登到第二層往回俯瞰，志漢大廳給人以雄偉的印象。
第二層由於鐘乳石，石筍等數量眾多，而且造型豐富，妙趣橫生，所以淩霄寶殿，相當於一個足球場大。
站在第三層，整個岩洞的瑰麗景色盡收眼底，淩霄岩的四大奇觀也浮現眼前。
【玉溪三洞】原名三洞天，
古名甘婪水，離淩霄岩約 2 公里，由漠陽江上游—甘婪水穿破三個大石山溶洞而成，總長 3 公里。洞內
泛舟，清泉叮咚，溪水清瑩如玉，故又名玉溪三洞。玉溪三洞內石鐘乳琳琅滿目。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淩宵豬手風味 50
住宿：准☆☆☆☆☆陽江碧桂園或同級

晚餐：粵西風味 50

第七天 陽江 2H開平【自力村碉樓～立園】2H珠海【外觀日月貝～環遊野狸島】

早餐後，前往【開平碉樓群】開平碉樓始建于清初，大量興建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目前尚存 1466 座。
這些碉樓是舊時廣東華僑為防禦盜匪、海外僑胞籌資回鄉興建的。開平地勢低窪，河網密佈，常有洪澇
之憂，其所轄新會、臺山、恩平、新興四縣邊遠交界之地，向來有“四不管”之稱，社會秩序較為混亂。
因此，明朝後期就有鄉民建築碉樓，作為防澇防匪之用。【外觀日月貝大劇院】中國唯一建設在海島上
的歌劇院—珠海大劇院 2010 年 4 月 28 日將動工建設，選址位於情侶路野狸島海濱，憑海臨風，選址獨
具特色。該專案規劃用地面積 5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5 萬平方米，投資估算約 10.8 億元人民幣。2013
年 12 月 29 日主體結構封頂。2017 年元旦，這項人們期盼已久，由陳可石教授主創設計的經典文化工程，
經過 8 年精心打造後迎來首場演出。珠海大劇院曾被命名為珠海歌劇院，首演之前，名稱才最終確定為
珠海大劇院。【環遊野狸島】位於珠海市區的西北部，是離珠海市區最近的海島，距香洲 400 米，西距
大陸 400 米，南距菱角咀 1.5 公里。面積：0.291 平方公里。 其他名字來歷：獅山，山腳不遠就是大海，
離岸約三百公尺，有一個小島，從海面隆起，有數十米高，稱為野狸山。這兩座山遙相對峙，恰似兩隻
爭鬥的猛獸，配上那永不寧靜的海面，使香洲充滿勃勃生氣。夜間漫步在島上，感受夜的清新，海的浪
漫。

早餐：酒店自助早
中餐：開平黃蟮風味 50
住宿：准☆☆☆☆☆嘉遠世紀或同級

晚餐：珠海海鮮餐 50

第八天 珠海【圓明新園～楊氏大宗祠～華發商都】港珠澳大橋香港桃園

早餐後，前往【圓明新園】（英文：New Yuan Ming Palace）是中國珠海市石林山下的主題公園，位於九
洲大道蘭埔。圓明新園按中國著名的圓明園的部分景物，以一比一的比例建築而成，現為珠海十景之一。
雖然圓明新園是以清廷皇家園林為題，卻不是圓明園的陳列館。在內容方面，賦予了主題公園的特點，
融合了中國文化、西洋文化、歷史、旅遊、商業、飲食於一體。【楊氏大宗祠】位於珠海市南屏鎮北山
村。建于清代道光八年（1828 年），原是北山村民間祭祀的祠堂，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硬山屋頂，有
殿、堂、廳、院、廂、廊、樂台，兩邊還有書館，建築面積 2478 平方米，占地面積 5300 多平方米。其
園林式設計，中軸線對稱的建築佈局，石礎木框架的抬梁結構，以及精美的石雕、磚雕、木雕、灰雕等
裝飾，別具匠心，氣宇恢宏，反映出清代中國古建築的技術水準和藝術特色，對研究封建宗法制度的演
變，有著珍貴的實物參考價值【華發商都】由優生活館（綜合商業區）、名品館（國際奢華主題區）二
大主題區域以及大型生態水景休閒廣場組成。彙聚多種業態，包括國際一線品牌旗艦店、巨幕電影、國
際高端精品超市、高端餐飲、時尚服飾、數碼產品、兒童樂園、酒窖酒莊、美容 SPA 等元素。融合全球
飲食文化與藝術文化精華，集購物、休閒、娛樂、美食為一體，開啟珠海全新時尚 MALL 生活。華發商
都長達 340 米的巨型 LED 天幕，以天然葉片造型貫穿於商業街上空，無論從外部造型還是在演示效果上，
炫麗多彩的天幕都將給人帶來震撼的視聽享受，繪就珠海獨一無二的絢麗天空。800 平方米氣勢磅薄的
水幕電影，大型音樂噴泉組團，皆開創了珠海第一，並躋身世界領先水準，為珠海增添新的城市景觀魅
力。浪漫現代的建築立面、通透敞亮的玻璃幕牆，讓整個空間佈局一覽無遺。這裡是購物觀光遊玩的勝
地、休閒娛樂的公園。【港珠澳大橋】（英語：Hong Kong-Zhuhai-Macao Bridge；葡萄牙語：Ponte Hong
Kong-Zhuhai-Macau）
，通常簡稱 HZMB，是連接香港大嶼山、澳門半島和廣東省珠海市的大型跨海通道，
於 2009 年 12 月 15 日動工，2018 年 5 月 23 日完工，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 時通車；設計壽命為 120

年。現為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港珠澳大橋全長近 50 公里，主
橋全長約 29.6 公里。為橋隧結合結構，包括一條長約 6.7 公里的海底隧道及四個人工島。其中，海中橋
隧主體工程（粵港分界線至珠海和澳門口岸段）由粵港澳三地共同出資建設；海中橋隧工程香港段（起
自香港國際機場人工島，止於粵港分界線）由香港方面建設，三地口岸和連接線由三地各自建設。港珠
澳大橋管理局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的事業單位，主要
承擔大橋主體部分的建設、運營、維護和管理的組織實施等工作。港珠澳大橋啟用後，穿梭香港、珠海、
澳門三地的交通時間將銳減，行車時間僅需一小時左右，而且不需要再繞經虎門大橋；而港珠澳也會形
成「一小時生活圈」。

早餐：酒店自助早
住宿：溫暖的家

中餐：中式合菜 50

晚餐：機上餐食

備註：本行程交通、住宿、觀光點絕對以最順暢之遊程作為安排，若遇特殊狀況如交通阻塞、觀光點休
假、住宿飯店調整及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或因飛機起降的時間、轉機點、進出點調整，行程因此可能
會有所更動，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大陸地區因飛機、火車班次時刻經常誤點或取消；故以上行程或餐食若有變更，將有所調整。若遇不
可抗拒之情況，本公司將保有變更行程之權利。
團費優惠價

出

團

日 期

共計 8 日

33600 元

2019 / 03/17（日） ~ 03 /24（日）

訂金: 7000 元

單人房差:6000元

團費包含：
（機票、景點門票、食宿、交通之費用）+（500 萬履約責任險、200 萬意外險、3 萬醫療險）+（兩地機
場稅、燃油稅、安檢費）。滿 16 人贈送司機領隊導遊小費。

團費不包含：
1.個人之護照（新辦）代辦費用 1500 元、台胞證新辦 1700 元（卡示新證五年免簽）。
2. 行程表內未含之自費活動費用及個人意願自行安排之行程費用。

3. 私人性質之小費(如床頭小費)、行李服務費及飯店內之個人花費。

走一趟具有深度且優質之旅，找回不同的人生觀，改變您的一生

----- 翔 舟 旅 遊 祝 您 旅 途 愉 快 ----誠信、優質、感恩！

翔舟真誠的服務！

翔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SIANG CHOU TRAVEL SERVICE CO.,LTD.
交觀﹙甲﹚字第 7167 號
旅品字 No:北 1755
臺北客服專線：(02)2545-3148 傳真：(02)2545-3144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77 號 2 樓之 1
高雄客服專線：(07) 974-4210 傳真：(07)380-6314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 99 號 1 樓
台中辦事處 : (04)2315-1036，(04)2315-1046, 0937-487095 台中市西屯區大有東街 18 號
網站：http://hctravelark.com
BLOG：http://blog.yam.com/hctravel
信箱： hct@hctravela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