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橫琴長隆海洋王國】 



珠海長隆海洋王國位於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內，是長隆集團採用世界頂尖公司的設計，吸取

全球主題公園的精華，運用高科技和長隆特有的創意，全面整合珍稀的海洋動物、頂級的遊樂設備和

新奇的大型演藝，力圖打造成為世界頂級、規模最大、遊樂設施最豐富也是最富於想像力的海洋動物

主題公園。海洋王國擁有八大主題區，精心設置了 10 個珍稀動物展館、9 項動感遊樂設施、3 個大型

劇場表演、19 個特色餐飲、多個主題商場、售賣亭以及花車巡遊、中心湖表演等其他戶外表演節目。 

 

①� 極地月光下 白鯨表演 

冰天雪地的極地探險之旅，怎麼能錯過全封閉式、恒溫的極

地劇場？在這裡你會發現原來龐大如白鯨的海洋動物也可以

在水中載歌載舞、靈活自如，趕快一起感受"海洋中的金絲雀

"帶來的精彩表演吧！ 

②熱帶盛宴海豚表演 

踏進充滿歡樂的海豚灣進入荒島獵奇，您將與近 6000

位來自世界各地追尋歡樂的人們一起感受本領超群、聰

明伶俐的"海中智臾"帶來的多個新奇精彩節目！整場演

出多達 15 名演員以及 15 名馴演師，同時一個演員還需

要扮演多種角色，海豚數目更是多達 8 只同台表演。 

熱帶狂熱是一部歌頌熱帶島嶼生活的音樂劇，由出色而

獨特的海豚表演行為，充滿活力的音樂，生動有趣的特技效果，以及美麗繁茂的熱帶島嶼佈景共同組

成。令人激動興奮的南方海灘慶典佈景為海豚和熱帶鳥類的表演設定了一個快節奏，奇異特別的基調。 

③海獅傳奇海獅海象表演 

遠的海象山上住著這樣一群海洋生物，他們優美的動作、

靈活的體態、滑稽可笑的表演，讓每一個人都無法控制自

己的笑聲。還等什麼？趕快帶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來揭

曉海獅傳奇的序幕吧！整場演出以海獅海象表演為主，演

員及馴演師配合表演，特技表演震撼而刺激，總共參演人

員為 15 人。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DAY 1 臺北澳門<横琴關口>珠海【一票到底<海洋大街、海象山、極地探險、海洋奇觀、雨林飛翔、北

極熊館、鯨鯊館、海獅、海豚、海象表演>+全球最大 5D 特效影院、水上飛人摩托車、煙火表演】

-长隆 

※集合桃園國際機場，搭機飛〝東方蒙地卡羅〞之稱『澳門』，後經『拱北關』前往『珠海』。 
橫琴長隆海洋王國：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號稱比香港海洋公園大四倍，由廣東長隆集團投資興
建的世界級超大型綜合主題旅遊度假區，位於美麗的橫琴島南部，三面環海，山嵐峻秀，綠樹成林，
與國際娛樂之都澳門僅一江之隔。珠海長隆海洋王國全面建成後的“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將包
括長隆海洋王國、海洋水上樂園、夜間動物園、國際海洋大劇院、世界花園、鳥類世界、山頂超級樂

園、海豚發現灣主題樂園、亞特蘭蒂斯室內水上樂園和火山主題樂園等衆多主題樂園和豪華主題酒
店，以及主題購物中心、國際商務會展中心、觀景纜車系統等全面的配套服務專案，建成後將成爲規
模最宏偉、內容最豐富、特色最鮮明的世界級大型綜合主題旅遊度假區，成爲世界旅遊的巨無霸。 

．海豚公館：在珠海長隆海洋世界裡,典雅高貴的海豚公館內，素有〝美人魚〞之稱的海豚正在水面跳
躍嬉戲，它將以超高的智商和回聲定位系統等獨特的才能，讓您感受到水中貴族的無窮魅力！ 

．企鵝展館：位於地球最南端的極地冰川世界裡，生活著憨態可掬的南極精靈，帝企鵝引領著王企鵝、

阿德里企鵝等家族成員，跳著歡快的踢踏舞步一路走來,到我們長隆海洋王國，期待著與您歡聚。 

．鯨鯊館：外型是巨型的立體藍鯨鯊，當您走在弧形的水底長廊，成千上萬的珍稀魚類在您身邊遊過，
圓形穹頂透現出五光十色的海底世界。想在海底體驗最壯闊的視野，就要來到高 8.3 米、長 39.6 米的
玻璃觀賞屏前，除了有世界上最大的魚類之一的鯨鯊，更有直徑達 4 米長的魔鬼魚。 

．北極熊館：想認識北極的環境和動物？就要來到這冰山造型的「北極熊館」。隔著巨大的亞加力玻

璃，您除了可近距離看到北極熊矯健的泳姿，還有同樣棲身于這冰原世界的雪狐，親身感受牠們在極
地的生存環境。 

．超級激流：珠海長隆海洋王國擁有亞洲首次引進推出的全新設計獨特式軌道過山車和滑浪漂流完美
結合——超級激流！在橫琴長隆海洋王國的超級激流裡，可以讓您體驗到乘坐超級激流船爬升至高聳
的神奇塔樓,體驗旋轉、倒後、高速俯衝飛越海象山和衝破巨浪的歷險之旅！ 

．雨林飛翔：是一個美麗的天堂，它將帶您進入著名的亞馬遜河流區。放眼四周，您會發現崇高的大
象棕欖樹、榕樹，還有許多棲身於熱帶地區的動物，例如鮮橙色的螃蟹和來自西非的海牛等，為青翠
繁茂的雨林增添生命色彩。喜歡刺激的您，更可挑戰「鸚鵡過山車」，感受騰空飛越雨林，腳尖在樹
梢掠過、身體在風中飛翔的快感！ 

．白鯨館：珠海長隆海洋王國白鯨表演館的精靈寶貝是來自北冰洋的珍稀動物白鯨，白鯨屬齒鯨類大
多生活在神秘的北極地區，被海洋生物學家列為國際瀕危動物。她有著豐厚圓潤的前額，微笑優美的

唇部，白亮光滑的肌膚和肥滿可愛的前鰭。白鯨不僅長得極為可愛，還有很多關於她的神奇傳說！ 

．5D 城堡影院：是全球最大、最具特色的 5D 特效影院，是海洋王國的標誌性建築之一，總建築面積
將近 12000 平方米，建築高度相當於 10 層樓高。5D 城堡影院擁有超過 1000 個專業動感座椅、全球
最大的 3D 弧形螢幕，採用全球頂尖的放映技術及環境特效，結合虛擬和實物特效、燈光、動感座椅、
環回立體音響和長隆自主開發的故事，為觀眾帶來無與倫比的全方位、多元化的震撼體感和前所未有
的、猶如身臨其境的世界級視聽體驗。 

．水上飛人摩托車、煙火表演：每日盛大的海洋王國大巡遊和每晚在橫琴海上演鐳射、燈光效果、投
影、煙花、花式噴泉、視頻特效及水上飛人大匯演! 

※每日於晚上 20:00 施放煙火約 15 分鐘(雨天除外) 

備註: 以上演出時間或會根據當日的賓客量及天氣情況而有所調整，確實演出時間以現場公佈為准。 

 

午：中式合菜 35                                晚: 为方便游玩园内自理 

  長隆企鵝酒店／或同級 
 

DAY 2 長隆海洋王國（上午景区内自由活动）珠海【珠海漁女、日月貝劇院、蓮花路



步行街】 

珠海漁女像：（下車拍照留念），這是屬於珠海遙遠的一個傳說，然而化身成人的漁女，現在透過著

名雕塑家潘鶴的手，以類似古希臘女神的造型矗立在香爐灣畔，她的手還拿著當初獻給九洲長老的那

顆明珠，繼續訴說著這個故事。 

蓮花路步行街：蓮花路是處於珠海市拱北鬧市區中心的一條著名的商業街。由於位於地價最高、商
業最繁華地段及珠海與澳門交接處，又是歷史上形成的珠海市最早的商業中心，是珠海乃至中國對外
開放的重要視窗，可以說是南粵明珠之龍眼所在。 
野狸島（外观日月贝大剧院）：位於珠海市東側的香爐灣與香洲灣之間，以海燕橋與鬧市區相連。遠
近聞名的情侶路，自南、東、西三個方向側島通過，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全島面積 42 萬平方米，島
有四峰，最高處海拔不到 70 米，島的大小和山體、高度很適合辟為旅遊觀光的風景區。 野狸島是離
珠海市區最近的海島。 

 

早: 酒店內用           午: 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晚: 粤式料理 30 

金冠假日酒店／或金棕櫚酒店／或同級 

 

DAY 3 珠海【楊氏大宗祠、柏萊特詩寶石藝品展覽館、圓明新園<翔龍湖遊船>、景山公園

-不含纜車、天然乳膠店】<拱北關口>澳門 

楊氏大宗祠：相傳為宋代楊家將後人避難至此處而建。幾百年裡，楊氏能人輩出，古村愈發壯大。
特別是在晚清時期，古村出過一位都司和一位將軍，令楊氏一族成為當地名噪一時的望族。現有楊氏
大宗祠，建于同治年間，是珠海最大的古建築，祠堂裏精美的石雕、磚雕、木雕和灰雕等裝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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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明新園：圓明新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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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新園設在景區講解員，讓參觀人士瞭解中國的近代歷史、清朝
的文化和皇帝的宮廷生活。 
柏萊特詩寶石藝品展覽館：柏萊特詩珠寶品牌原於歐洲的法國，產品經典、時尚，一直受上流社會
的追捧，近年隨著中國的開放，民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珠寶業發展十分迅速，生機無限，鉑萊特詩
也於 2015 年進駐中國，在國內開設工廠及展館，珠海柏萊特詩占地面積約 600 平方米，館內有演播室，
介紹鉑萊特詩的品牌故事及產品的生產，各種寶石的知識，同時，館內有展品逾千件可供珠寶分銷商
及愛好者鑒賞訂購，該館不定時舉辦珠寶藝術品鑒賞活動，並向社會免費開放！ 

 

早: 酒店內用                  午: 名家私房菜 30              晚: 韓式自助餐 60 

澳门利澳酒店或同級 

 

DAY 4 澳門【大三巴、郵政總署、議事亭廣場、威尼斯人自由活動】臺北  

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其正式名稱為聖保祿大教堂遺址（葡萄牙文: 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一般稱為大三巴或牌坊，是澳門天主之母教堂（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大三巴牌坊

是澳門的標誌性建築物之一，同時也為「澳門八景」之一。2005 年與澳門歷史城區的其他文物成為聯

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議事廳前地：（葡萄牙語：Largo do Senado）俗稱「噴水池」，是澳門的一個廣場，位居澳門半島中

區，面積 3,700 平方米，是澳門四大廣場之一。2005 年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名錄內。議事亭前地北連板樟堂前地，南臨新馬路，南闊北窄，呈狹長的三角形，為熱鬧的商業及文

化活動區。 

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擁有三千間套房，足可容納九十架七四七波音珍寶客機，亞洲區內唯一集龐

大設施、旅遊熱點和各種優良設備於一身的旗艦級建築，勢將成全球矚目的頂尖消閒目的地。這裡將

擁有七家享譽全球的國際級度假酒店，薈萃數以百計的頂級時裝品牌及高級商品名店，雲集亞洲及歐

http://www.yododo.com/area/1-01-30-16-182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F%B3%E6%9E%97%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9%A1%8C%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93%E6%98%8E%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F%A0%E6%B5%B7%E5%8D%81%E6%99%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BB%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5%BB%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AE%B6%E5%9C%92%E6%9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6%87%E5%8C%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B7%E5%8F%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5%E6%B8%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3%B2%E9%A3%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6%96%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5%85%AB%E6%99%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6%AD%B7%E5%8F%B2%E5%9F%8E%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A0%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5%8D%8A%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5%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E6%AD%B7%E5%8F%B2%E5%9F%8E%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BA%E7%9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BF%E6%A8%9F%E5%A0%82%E5%89%8D%E5%9C%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9%A6%AC%E8%B7%AF


美的頂尖表演藝人，為遊客帶來無可比擬的消閒和購物享受。路氹金光大道，一個滿載繽紛色彩的華

麗天地，正等待您的光臨。 

※ 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 酒店內用                午: 粤式料理 HKD70                 晚: 機上輕食 

溫暖的家 

 

 

 特別注意事項：  
 大陸地區酒店常常會因官方批准星等的評比時間較長或因酒店本身尚未申請星等，但其酒店的建造、服務等格局都

依星級酒店標準建造，遇此狀況酒店將用【准】字來代表，如造成困擾敬請見諒。 

 飯店房間均提供兩單人床房型，若您指定大床房型，需視飯店提供為主，並無法保證一定有大床房型或三人一室加

床（須另外加價），因區域酒店構築限制，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

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中國地區素食烹飪手藝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敬告素食客人如前往中國

旅遊，請先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特殊餐請於出發前二個工作天告知承辦人員)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團體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遇上述情形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額。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

上之調動，將依當地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敬請見諒！ 

 

 

團體報價：NT$:       /人(現金) 
☆ 費用包含 

1、行程所列之景點、門票、交通、餐食、住宿(2 人一室)。 

2、保險：200 責任險+10 萬意外醫療險。 

3、團體來回經濟艙機票+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4、團費含司機、領隊、導遊服務費。 

5、桃園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 費用不包含 

1、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行李小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2、證件辦理費： 

   ◎護照新辦 NT$1,500 元（應備資料：身份證正本、2 吋彩色白底大頭照 2 張、舊護照、新辦請先 

                                               至戶籍地戶政機關辦理認證）。 

  ◎臺胞証新辦 NT$1,500 元（應備資料：護照影本、2 吋彩色白底大頭照 1 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單人房差&自然落單 NT$4,500 元。 

福瑞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62號五樓之一   

TEL︰（02）2585-6272／FAX︰（02）2594-7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