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南航空國際往返經濟艙機票、稅和燃料附加費
     Hainan Airline International Air Tickets and tax 
★ 國際品牌酒店    
  International Branded Hotel Accommodation
★ 行程中注明的餐費及門票     
  Meals and Admissions Indicated in the Itinerary
★ 空調旅遊巴士     
 Air-conditioned Coach
★ 專業中文導遊    
  Chinese-speaking Guide

●  推薦自費：歌舞秀“三亞千古情”（RMB¥350）  
    Optional Programs:"Sanya Eternal Love"(RMB¥350) 
●  司機導遊小費 AUD$8/ 人 / 天
    Tipping AUD$8 pp(per day)
●  旅遊保險和私人消費
    Travel Insurance and personal Expenses
●  因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的額外費用  
    Any extra cost beyond control

8天
海南椰風海
韻浪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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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牌酒店】全程入住國際品牌酒店（海口新埠島諾富
特酒店 / 三亞中心皇冠假日 / 興隆逸林希爾頓酒店）

【浪漫美景】探訪傳說中的“天涯海角”，三亞最高峰鳳凰嶺
的“海誓山盟景區”和亞洲最大玫瑰谷“亞龍灣玫瑰谷”

【特色景點】海南省博物館、南山佛教文化、椰田古寨、火山
口國家地質公園、馮小剛電影公社、海口骑楼老街

【海南特色美食】海南四大名菜 + 海南雞飯、龍蝦鮑魚海鮮餐、
南山素齋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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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APR & 9 APR 出發

起

包機票
和稅

$1480
費用包括

Tour Fare Inclusions

費用不包括
Tour Fare Exclusions

 椰城海口 免稅天堂
 濱海三亞

Haikou - Qionghai - Lingshui - Sanya - Xinglong - Haikou

團號 Tour Code

HAK8

8 Days Hainan Romantic Tour

海南風光



Day 1 悉尼  海口，中國 
Sydney  Haikou, China

今天晚上搭乘國際航班飛往海口，航班上過夜。
Take night flight departing from Sydney to 
Haikou, a port city and the capital of China's 
island province Hainan.

Day 2 海口
Haikou

第二天清晨抵達海口。接機後驅車前往酒店享用酒
店自助早餐，酒店休息。中午酒店大廳集合前往餐
廳享用午餐，午餐後參觀【海南省博物館】，晚餐
後入住酒店。
海南省博物館是海南省一個綜合類現代化博物館。
位 於 海 口 市 國 興 大 道 68 號， 省 文 化 公 園 東 部。
1984 年前，海南省博物館曾經是中國省級博物館
中唯一隻有名字、沒有館舍的一個省級博物館，
後於 1984 年開始籌建。於 2008 年 11 月 15 日開
館。博物館總佔地面積 60 餘畝，第一期工程佔地
約 18000 平方米，主要包括陳列展廳、文物庫房、
技術用房、服務設施、辦公用房。二期工程建設面
積約 7000 平方米，依托“華光礁 1 號”沈船的保
護修復及沈船中出水的近萬件瓷器，重點展示與南
海歷史、海上絲路、地緣政治和海洋生物礦產資源
等方面有關的文物和標本。

海 口 新 埠 島 諾 富 特 酒 店 Novotel Haikou 
Xinbudao 或同級

 早 / 午 / 晚餐 B/L/D
Upon arrival, meet the tour guide and transfer 
to hotel for hotel breakfast. Then check-in and 
have a rest. Gather at hotel lobby to restaurant 
for lunch. Then go to visit Hainan Provincial 
Museum. After dinner go back to hotel. 

Day 3 海口—瓊海—陵水—三亞
Haikou - Qionghai - Lingshui - Sanya

酒店早餐後，驅車前往瓊海水城博鰲，參觀【亞洲
經濟論壇永久會址（如不對外開放改為參觀成立會
址和遊船玉帶灣）】。午餐過後驅車前往陵水俱有
海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椰田古寨】，了解海南的原
土著民黎族和苗族。晚餐後入住酒店。

三亞中心皇冠假日 Crowne Plaza Sanya City 
Center 或同級

 早 / 午 / 晚餐 B/L/D
After hotel breakfast, drive to Qionghai city for 
lunch. Visit Bo'ao Forum for Asia (if not open for 
public, visit set up site and the Jade Belt Beach 
instead). After lunch, drive to Lingshui to visit 
Yetian Village. Enjoy dinner and go to hotel for 
check-in. 

Day 4 三亞
Sanya

酒店早餐後驅車前往【三亞 5A 南山文化旅遊區（含
電瓶車）】，去拜謁臨波於南海之上的 108 米三觀
音像，一路梵音相伴，仿諾行止梵天凈土，身心俱
感清靈空闊。中午品嘗素齋宴，下午前往【天涯海

角遊覽區】，位於海南省三亞市天涯區，距主城區
西南約 23 公裏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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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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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灘上大小百塊磊石聳立，上有眾多石刻。清代雍正
年間崖州州守程哲所書，勒石鐫字“海判南天”，
這是天涯海角最早的石刻。晚餐後入住酒店。
（自費項目 RMB¥350：三亞千古情風景區，含三
亞千古情歌舞表演）

三亞中心皇冠假日 Crowne Plaza Sanya City 
Center 或同級

 早 / 午 / 晚餐 B/L/D
Breakfast at hotel. Visit 5A attraction: Nanshan 
Cultural Tourism Zone(including electric cart). 
Visit the 108-metre statue of the bodhisattva 
Guanyin. Enjoy delicious vegetarian lunch. After 
lunch visit Tianya Haijiao, a romantic scenic 
spot. Check-in to hotel after dinner. 
(Optional Tour:  Sanya Eternal Love RMB¥350)

Day 5 三亞—興隆
Sanya - Xinglong

酒店早餐後前往【三亞鳳凰嶺海誓山盟景區（含索
道）】，位於三亞市中心的最高峰 400 米，是唯一
可以把三亞四大海灣盡收眼底的地點。在此還可體
驗到被譽為“索道中的勞斯萊斯”的亞洲第一觀海
看城索道。午餐後前往【亞龍灣玫瑰谷（含电瓶车）】，
位於三亞市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以美麗、浪漫、
愛為主題，以五彩繽紛的玫瑰花為載體，集玫瑰種
植、玫瑰文化展示、旅遊休閑度假於一體的亞洲規
模最大的玫瑰谷。後乘車前往著名華僑城興隆，參
觀【南藥植物園】，景區是原生態的天然氧吧，得
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熱帶季風海洋性氣候將景區裝
潢為中國最具熱帶特色的地方。晚餐後入住酒店。

興隆逸林希爾頓酒店 Double Tree Resort by 
Hilton Hainan–Xinglong Lakeside 或同級

 早 / 午 / 晚餐 B/L/D
After hotel breakfast, visit the Phoenix Hill Park, 
the highest point in Sanya. After lunch, visit 
Yalong Bay Rose Valley. Drive to Xinglong to visit 
the Xinglong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After 
dinner go to hotel check-in.

Day 6 興隆—瓊海—海口     
Xinglong - Qionghai - Haikou

酒店早餐後驅車前往瓊海。午餐後參觀【北仍村】，
它是海南省瓊海市嘉積鎮按照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
著力打造的美麗鄉村。北仍村位於瓊海市三大組團
官塘組團核心區，距離市區 8 公里，毗鄰官塘溫泉、
万泉河和白石嶺景區，享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和資源
優勢。北仍村總面積 585 畝，共有 48 戶 158 人，
原主要依靠種植橡膠、檳榔、胡椒等熱帶作物發展
經濟。北仍村建成美麗鄉村農家樂後，為完善官塘
組團休閒康體養生旅遊功能發揮了特有的作用，也
為當地居民找到一條致富之路。下午抵達海口參觀

“海南第一樓”【五公祠】，此處為紀念唐宋兩代
被貶到海南島的五位歷史名臣而建。晚餐後入住酒
店。

海 口 新 埠 島 諾 富 特 酒 店 Novotel Haikou 
Xinbudao 或同級

 早 / 午 / 晚餐 B/L/D
After breakfast, drive to Qionghai for lunch. Visit 
Beireng village, then drive to Haikou and visit 
The Temple of the Five Lords. After dinner hotel 
check-in.

Day 7 & 8 海口  悉尼
Haikou   Sydney

酒店早餐後，參觀【火山口國家地質公園】，這是
中國為數不多的全新世（距今 1 萬年）火山噴發活
動的休眠火山群之一，具有極高的科考、科研、科
普和旅遊觀賞價值。中午午餐後前往【馮小剛電影
公社】中西部，以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中出現
的重慶街道為藍本，集合了 20 世紀 30-40 代長江
流域重慶、武漢、南京、上海等地典型的建築風情，
共 91 棟建築，其中 20 多棟建築完全按照老照片復
原，包括曾為蔣介石官邸的堯廬、西山鐘樓、重慶
國泰戲院、上海融光大戲院等。
接著前往【騎樓老街】，海口市一處最具特色街道
景觀。其中最古老的建築四牌樓建於南宋，至今有
700 多年歷史。客人自行使用晚餐後，送往機場乘
班機返回悉尼。
次日抵達悉尼，帶著滿滿的幸福旅途回憶，結束此
次愉快的旅程。

 早 / 午餐 B/L
After hotel breakfast, visit the Crater National 
Geopark. After lunch visit mid-west part of 
Fengxiaogang Movie Town,  the area was 
designed to resemble scenes from the film "Back 
to 1942". Then visit Qilou Old Street. Dinner at 
your own expense, then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flight back to Sydney. Next day arrive in Sydney 
journey ends.

海南省博物館
Hainan Provincial Museum

南海觀音像
Guanyin Statue

火山口國家地質公園
Crater National Geopark

備註 Remarks

◎單人房差 $400  
 Single supplement $400 
◎小童（2~11 歲）佔床團費 $1480 
 Child(2~11 yrs old) with bed tour fare $1480 
◎行程文字及圖片僅作參考。行程前後順序會有調整 , 最終行程
以本公司的確認單為準。

 Words and images present in this itinerary is for reference 
only. Sequence of the itinerary might be adjusted, please 
refer to the final confirmation.

◎若遇特殊情況，如天氣惡劣、罷工、航班取消或延誤政變等
等或在非本公司能力範圍以內所能控制之情況下，而必須將行
程及住宿更改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本公司得依照當時情
況儘量安排及全權處理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or cancel the itinerary 
subject to local conditions such as weather, political issues, 
riots etc. 

相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
留最後更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 24 SEP, 2019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特約旅行社 Travel Agent
玉帶灣
Jade Belt Beach

鳳凰嶺海誓山盟景區
Phoenix Hill 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