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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新加坡 - 青岛-烟台/途中欣赏玉兰花/杏花/苹果花/梨花等各类花/张裕国际葡萄酒城
(机上便餐、午餐、晚餐（胶东风味）)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合，搭乘客机经北京转机前往著名的海滨城市青岛。抵达后乘车约 3小时前往烟台，
途中欣赏玉兰花/杏花/苹果花/梨花等各类花（不同时间不同花种），之后参观著名张裕国际葡萄酒城参
观。烟台以葡萄酒而闻名，张裕葡萄酒城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庄，您可以参观酒庄葡萄酒的制造过程，

品尝品重醴泉的张裕葡萄酒。张裕葡萄酒城参观拥有中国第一座酒庄——张裕卡斯特酒庄、千亩葡萄种

植园、国内最现代化的欧式地下大酒窖、酒城之窗、并可以品尝张裕葡萄美酒。

住宿：烟台-准 5★贝斯特韦斯特大酒店或同级

D2: 烟台–-蓬莱 /蓬莱阁/水城、古船博物馆–-潍坊/风筝博物馆
(早餐/午餐（八仙宴）/晚餐（有机蔬菜宴）
早餐之后乘车 1小时前往蓬莱，蓬莱位于烟台市西，蓬莱阁座落在蓬莱城北面的丹崖山上，为中国四大
名楼之一。蓬莱阁主阁是一座双层木结构建筑，飞檐列瓦，雕梁画栋，古朴壮观。登上主阁，凭栏四顾，

轻纱般的云雾缠绕阁下，亭楼殿阁在掩映中时映时现，使人油然而生超凡出世之感。历史上有八仙过海

的传说，被历代文人墨客视为仙境。游览水城、古船博物馆等名胜，后乘汽车约 3小时前往潍坊。参观
我国第一座大型风筝博物馆-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 收藏、陈列古今中外的风筝珍品及有关风筝的文物
资料，全面展示了风筝的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国际文化及延伸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所

独具的艺术魅力，成为了传播和弘扬风筝文化的艺术交流中心，之后乘汽车约 3.5小时前往潍坊。
住宿：潍坊- 准 5★中恒国际大酒店或裕景大酒店或同级

D3: 潍坊-泰安/泰山（含双缆）/玉皇顶、南天门、天街/肥城桃源世界（赏桃花）/宝树堂
（早餐/午餐（泰山灵芝药膳宴）/晚餐（泰山农家宴）
早餐后乘汽车 3.5小时前往泰安，游览泰山，“五岳之首”的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1987年被列入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名人宗师，都对泰山仰慕备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

传为佳话，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千古绝唱。游览玉皇顶、南天门、天街。之后前往桃

源世界赏桃花，后参观宝树堂。

住宿：泰安-准 5★万朝洲际酒店或东岳山庄大酒店 2晚

D4: 泰安-菏泽/万亩牡丹园（赏牡丹花）-泰安 /御贡缘土特产店/4月 1日起出发团赠送【中华泰山大型
山水实景演出】

(早餐/午餐/晚餐)
早餐后乘车 2.5小时前往荷泽万亩牡丹园赏牡丹。菏泽是中国的牡丹之乡，牡丹栽培距今已有 400多年
的历史。菏泽牡丹花大、色艳、香浓，谷雨时节万亩花朵竞相开放，香飘万里，艳照天际，堪称东方奇

观。花开季节，人如海花如潮，古有“花开花落二十日，倾城之人皆若狂”的诗句。之后乘车返回泰安，

参观御贡缘土特产店。晚餐后欣赏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是被誉为“实景演出创始人”
的著名文化策划大师-梅帅元先生策划的。耗资约 3亿元打造，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使用 180°全景式的自
然山水作舞台，使用现代的声、光、电技术、舞美制作和大规模的演员阵容来演绎当地特色文化，观众

在自然剧场中身临其境，该演出仿照泰山五朝帝王封禅场景以泰山自然山水为背景，带您穿越五千年历

史时空，亲身感受泰山市井文化及帝王封禅文化。

住宿：泰安-准 5★万朝洲际酒店或东岳山庄或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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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泰安-济南/大明湖//百花公园（赏牡丹、海棠、芍药花等）/五龙潭公园(*赏花时节可以观赏到玉兰花、
迎春花）/曲水亭街/黑虎泉/双泉镇万亩油菜花基地（赏油菜花）-淄博/东周殉马坑
(早餐/午餐（山东锅贴）/晚餐（鲁菜风味)
早餐之后乘车 1.5小时前往济南，游览大明湖公园，大明湖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御用行宫所在，并感受老残游
记中描绘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随后来到百花公园，每年的 4月这里百花盛开，花
团锦簇，让人流连忘返。后参观五龙潭公园。从 3月中旬开始，五龙潭公园的樱花，迎春花等陆续开放。后
前往曲水亭街，体味‘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泉城特色。前往济南市四大名泉之一的黑虎泉参观。后乘汽

车前往济南双泉镇万亩油菜花基地赏油菜花，每年 04月上旬至 05月初，这里成千上万亩的油菜花盛开，金
色的油菜花望眼过去似黄金的海洋，渲染的天空也变成了迷你鹅黄色，在这里可充分享受美好的田园时光。

后乘汽车前往淄博，参观与秦始皇兵马俑齐名并震惊古今中外的东周殉马坑遗址, 据计算驯马数量不下六百
匹，数量之多为国内罕见，规模宏大的殉马坑，说明了齐国统治阶级的奢侈，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千乘之

国”的齐国国力之强盛。

住宿：淄博-五★万豪大酒店或银座华美达大酒店或同级

D6: 淄博-青岛/中山公园（赏樱花） /八大关风景区
(早餐/午餐（青岛特色小吃风味/晚餐（青岛海鲜宴)
早餐后前往中山公园赏樱花，从三月下旬开始，公园里的玉兰花，海棠，桃花等陆续开放。之后乘汽车约 4
小时前往青岛，览八大关，八大关的四月是花的海洋，韶关路上百株各色的碧桃与相伴的黄色连翘盛开了；

接着宁武关路的海棠也如火如荼地盛开了。参观八大关风景区，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区，面积 70余公顷，十
条幽静清凉的大路纵横其间，其主要八条大路因以中国八大著名关隘命名，故统称为八大关。这里早期曾是

官僚资本家的 别墅区。八大关的建筑造型独特、风格名异、造型庄重美观；再加上一幢幢别具匠心的小别

墅愈百年建筑的古街，这里也是除上海外滩之外另一个有名的『万国建筑 博览会』。

住宿：青岛-国际品牌五星-世园假日酒店或景园假日或同级

D7: 青岛/十梅庵（赏梅花）/栈桥/青岛啤酒厂/小鱼山/劈柴院/五四广场/音乐广场/奥运帆船中心/青岛市政
大厦/ 珍珠馆
(早餐/午餐/晚餐（渔家宴）
早餐后前往十梅庵赏梅花，后游览栈桥公园，是青岛的十大景区之首。桥长 400公尺，宽 8公尺。桥身从海
岸探入弯月般的青岛湾深处，桥尽头具有中国风的翘角重檐建筑「回澜阁」安坐于碧波之上，当漫步海滨时，

可看到青岛外型有如弯月一般，而栈桥恰似一道彩虹跨越，故有“长虹远引、飞阁回澜”的美名。随后来到

啤酒街，参观青岛啤酒厂，为集青岛啤酒历史发展历程介绍、啤酒文化演变、啤酒制造流程、品酒娱乐及购

物于一体的复合式博物馆。青岛啤酒是采用优质原料、特有菌种、及青岛当地绝妙甘 甜的崂山泉水，加上

德国移植而来的经典酿造技术。以泡沬洁白细腻、澄澈清亮、口味醇原柔和、香甜爽口而驰名,是中国啤酒第
一名牌。小鱼山是青岛市区最高的山顶公园，可以俯瞰青岛市容，还可以在此购买具有青岛特色的纪念品；

之后参观百年小吃街—劈柴院：位于中山路北端有个美食小吃城「劈柴院」，有如回到传统老街般的朱檐灰

墙巷弄中，其实原是个旧市集，后来没落。青岛市政府于 2009年春天，将青岛这个最 早的旧市集「劈柴院」，

重新翻修后开张，并将原有的看戏、喝茶元素搬回到院内，让来此的游客得以感受过去劈柴院风光热络的一

面。之后游览青岛著名的五四广场、音乐广场、奥运帆船中心和青岛市政大厦。后参观珍珠馆，了解珍珠的

培育过程，见识形态各异的珍珠珍品。

住宿：青岛-国际品牌五星-世园假日酒店或景园假日或同级

D8: 青岛/小青岛/北方特产店
（早餐、午餐）

早餐之后游览小青岛，形似古琴，亦称琴岛，岛上洁白的灯塔亭亭玉立，为本世纪初德国人建造。后参观北

方特产店，自由购物。随后送往机场，乘飞机经无锡转机飞返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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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活动收费：500 人民币/人

（成人），300 人民币/人（孩童）

含：青岛总督府+烟台山+淄博古

车博物馆+夜市

购物店：青岛珍珠馆、青岛北方

特产店、泰安宝树堂 、御贡缘

特产店

小费：S$6 /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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