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大文化遺產、金面王朝秀五日(不進購物站、無自費項目)
長榮航空 早去晚回、紫禁城、頤和園、故宮、長城、頤和園、天壇、明十三陵

【行程特色】
 不可錯過的北京五大景點：故宮、長城、頤和園、天壇、明十三陵。
 198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故宮宮殿建築群【紫禁城】
。
 原名清漪園、於 1998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頤和園】
。
 參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明、清歷代皇帝祈求

五穀豐收的地方【天壇】。
 西元 1987 年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居庸關長城】
。
 貼心安排 每日每人一瓶礦泉水

【風味餐食】
◎花家怡園 ◎全聚德烤鴨 ◎蜀國演義+變臉秀 ◎怡和春天風味餐 ◎東來順涮羊肉
◎老北京風味
※ RMB50/位 以上(約 NT2,300~2,700/10 人一桌)
※ 備註說明：本行程餐食安排 10 人為一桌，提供八菜一湯，人數不足 10 位，則適當
的減菜減量，敬請知悉。
素食旅客用餐採旅客人數+1 湯的操作方式，例如：當團 3 位素食旅客，則提供 3 菜+1
湯的方式，大陸無法提供較佳的素食餐食及環境，素食旅客也可選擇退其餐標，自行
現點現付的方式，敬請見諒！
【住宿安排】
【北京諾富特三元酒店】
北京三元諾富特酒店坐落在市中心，距機場僅 15 分鐘車程。酒店前面就有機場快線
和地鐵 10 號線，方便前往北京的所有地方。酒店距使館區、燕莎購物中心、秀水街和
3 个展覽中心僅幾分鐘車程。酒店擁有 306 間客房，可為商務游客和休閒游客提供舒
適無比的住宿體驗，更有免費上網服務。
【北京前門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位於北京中心城區，交通十分便利。酒店毗鄰北京南站（京津城際、京滬高鐵起點站）
距離北京的文化中心紫禁城僅 10 分鐘車程，距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約 50 分鐘車程，可
便捷前往天壇公園、陶然亭公園、天安門、故宮、前門大柵欄商業街、王府井商業街
和國家大劇院等 。
【購物安排】
◎購物站：無 (不走絲綢、茶葉、珍珠、玉器等)
◎全程不進購物站、無自費項目
◎提供車上當地土特產品項：讓您可購買伴手禮，與台灣親朋好友一邊品嚐小零食，
一邊回憶美好的北京行程。

Flight

為本行程暫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 1 天

桃 園

北

京

長榮航空

BR716G

09:15

12:35

第 5 天

北

桃 園

長榮航空

BR715G

20:40

23:50

京

Day01

台北北京【首都博物館、前門大街、鮮魚口美食街、參觀噹噹車
(外觀)】

集合於 台灣桃園機場 搭機前往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北端，它是大陸的首都，全國的
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的樞紐。也是一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老北京的歷史悠
久，人文積澱深厚，形成了別具特色的京城風格。
【首都博物館】原館址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京孔廟。首都博物館的建築設計
理念是“以人為本，以文物為本，為社會服務”，強調“過去與未來、歷史與現代、
藝術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首博建築本身是一座融古典美和現代美於一體的建築藝術
品，既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又呈現鮮明的現代感。巨大的屋蓋繼承了中國傳統建築
深遠挑簷；通長的石質幕牆象徵著中國古代城牆；廣場起坡傳承古代高臺建築風格；
在大廳北門外地面上鑲嵌清代丹陛，大廳內有明代牌樓，體現出中國傳統建築平面中
心軸線特點；橢圓形的青銅展館斜出牆面寓意古代文物破土而出。
【新前門大街‧鮮魚口美食街‧參觀噹噹車(外觀)】高高的五牌樓上金色大字和油漆
彩畫書類華麗。灰色磚石制門面夾雜著雕椋書棟的五彩顏色，撥浪鼓化身成 3 米高的
路燈，此外，大北照相館，慶林春茶莊，億兆百貨，都一處燒麥館，一條龍羊肉館，
長春堂藥店，中國書店，南區郵局，月盛齋醬牛羊肉館，張一元茶莊分社，尚珍閣工
藝品店也重新開業。有軌電車 、六柱 五樓式的前門大街標誌性建築五牌樓，青白石
板鋪就的步行街 參觀伴隨著老北京回憶的當當車，源於 1924 年，電車沿鐵軌開動時
發出鐺鐺聲而得名別具老北京特色，值得遊客拍照留念。以“魚”為元素的各色裝飾、
設施尤其生動搶眼。鮮魚口街東口立起一座“魚形”花門，兩條碩大的“鯉魚”，紅
體金麟，高高躍起。街西口“鮮魚口”鐵藝牌樓上懸掛黑底金字匾額，上書：“老字
號美食街”，高高懸掛大紅燈籠。在鮮魚口與布巷子衚同交匯口，搭建了一座“魚躍
龍門”造型，色調紅黃搭配。街區內的各色磚雕、井蓋、城市傢具、路燈均以“魚”
為主題。路面鋪裝全部採用黃金麻荔枝面石材，作水波“魚鱗”狀鋪裝。街區內老字
號餐館掛上了各式招幌，顏色鮮亮，迎風招展。古香古色的字號牌匾、抱柱楹聯和景
泰藍材質的文化誌牌，裝點整條街區愈發古樸雅致，突顯出民族風格、歷史文化、北
京特色。
早餐

X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中式合菜 RMB50

住宿
精選商務飯店：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或 三元諾富特酒店
(Novotel) 或 西國貿大酒店 或 麗景灣酒店 或 同級

Day02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國家大劇院(外觀)、煙袋斜街、金面王
朝秀(團體席 C/D 區)】

【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坐落在中國大陸北京市中
心，故宮的南端，與天安門廣場隔長安街相望，
是明、清兩代北京皇城的正門。設計者為明代的
御用建築匠師蒯祥。天安門始建與明朝永樂十五
年（1417 年）
，時稱為承天門。清朝順治八年（1651
年）更名為天安門。
【故宮(紫禁城)】是現今世界上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其主體是由太和殿、中和殿、
保和殿所構成；規模宏大的故宮，建有大小 60 多座的殿閣，廳房數號稱 9999 室，收
藏品多達百萬件，每一處景觀都讓人感到皇室的氣派、每一個轉角都讓您感到驚奇。
在導覽聲中～讓我們為您細說從頭。
【國家大劇院(外觀)】耗資近 27 億元人民幣所打造而成的殼體造型劇院，殼面由
18,398 塊鈦金屬板和 1,226 多塊的透明玻璃組成，特殊的構造讓帷幕有迷人的視覺效
果。中國大劇院的造型完全由曲線組成，宛若水中仙閣，灰色的鈦金屬板和玻璃組成
的立面興書夜的光芒交相輝映，這兩種材料的顏色在不同的時間裏變幻莫測。玻璃幕
牆如同拉開的帳幕，使建築物內部的劇場、通道和展區依稀可見，同時，部分區域在
鈦板的覆蓋保護下又顯得更為神秘，北京居民戲稱水煮蛋。
【煙袋斜街】是一條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商業步行街。煙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隻煙袋。
細長的街道好似煙袋杆兒，東頭入口像煙袋嘴兒，西頭入口折向南邊，通往銀錠橋，
看上去活象煙袋鍋兒。正是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以＂煙袋＂命名斜街，煙袋斜街上
還有很多四合院和三合院，不但是北京一條古老的商業街，同時也是古老的文化街。
【金面王朝秀 C/D 區】創意來自於成都三星堆遺址，精美絕倫又充滿著神秘氣息的銅
器、面具，把它表現於舞台，肯定具有強大的震撼力。經過三年的打造，它以遠古一
個無法考証的時代為背景，以“戰爭”、“桑田”、“鍛造”、“慶典”、“月下”、
“洪水”、“祭天”、“幻化”八大章節，講述了金面女王用智慧、寬容、信任和愛
造就了一個輝煌的王朝。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全聚德烤鴨 RMB 50
晚餐 怡和春天風味餐 RMB 50

住宿
精選商務飯店：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或 三元諾富
特酒店(Novotel ) 或 西國貿大酒店 或 麗景灣
酒店 或 同級

Day03

北京【居庸關長城、明十三陵(長陵)、三輪車遊胡同+居民家訪、
世貿天階】

【居庸關長城】長城重要關口之一，明代碑記中就稱其為『天下第一雄關』
，位於北京
西北約 60 公里，南俯京師，北拒塞外，自古即為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居庸關兩側高
山聳立，中間一條峽谷，縱深約 20 公里，俗稱“關溝”。居庸關關城即設於溝的正中。
可攀登而上，印證『不登長城非好漢』
。
【明十三陵(長陵)】是明成祖和皇后徐氏的陵墓，
由裬恩門、裬恩殿、明樓、寶城所組成，是十三陵
中最早興建者，周圍繞有漢白玉雕欄，全殿均用楠
木建成，為中國木構建築中體型最大的一座。殿內
60 根金絲楠木大柱尤其令人震懾，當時由雲南、四
川耗費不知多少人力與銀兩，千里迢迢地運到此地。
此外，殿中還有一尊端坐在九龍寶座上的永樂皇帝，形象逼真，是藝術佳作。
【三輪車遊胡同】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種古老的城市小巷，圍繞在紫禁城四周，其內
的民房保留了北京原有的建築特色，更是許多電視劇拍照拍電影取景之處，坐在人力
車上彷彿回到過去的老北京，手拿相機將這懷古情景留下現代記憶。
備註說明：三輪車小費 RMB10 / 車 (二人一部，每人 RMB5，敬請旅客請自理。）
【參訪四合院民居】特別安排四合院民居參觀，讓您深刻體驗老北京四合院文化。北
京四合院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房方向的房屋各自獨立，東西廂房與正房、倒
座的建築本身並不連接，而且正房、廂房、倒座等所有房屋都爲一層，沒有樓房，連
接這些房屋的只是轉角處的遊廊。
【世貿天階】欣賞繽紛悅目的日夜景觀，感受夢幻色彩和時尚品位的聲光藝術。北京，
很絢爛！它的上空，亞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規模的電子夢幻天幕凌空而起。天幕長 250
公尺，寬 30 公尺，總耗資 2.5 億元，由曾獲奧斯卡獎和四次艾美獎的好萊塢舞台大師
JEREMY RAILTON 擔綱設計，但所動用的最先進的技術，卻遠遠地超越了拉斯維加斯
的天幕。人們在這裡可以欣賞繽紛悅目的日夜景觀，感受現代科技帶來的富於夢幻色
彩和時尚品位的聲光藝術。造訪此地，將會為北京的進步力所撼動！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老北京風味 RMB50

晚餐

蜀國演義+川劇變臉
RMB60

住宿
精選商務飯店：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或 三元諾富特酒店
(Novotel) 或 西國貿大酒店 或 麗景灣酒店 或 同級

Day04

北京【頤和園、圓明園、奧林匹克公園、鳥巢(外觀)、水立方(外
觀)、三里屯 VILLAGE】

【頤和園】位於北京西北郊，原名清漪園，是清代皇家花園和行宮。園林總面積廣達
290 公頃，其中水域面積約占四分之三，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園林；頤和園素以規模宏
偉、嬌麗多姿而享有盛名，園內除有亭、台、樓、閣、宮殿、寺觀、佛塔、水榭、遊
廊、長堤、石橋、石舫等 100 多處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典建築外，還有浩瀚的昆明湖，
巍峨的萬壽山等景觀，值得細細遊賞。
【圓明園】圓明園的面積約有 350 公頃，比頤和園要大上許多，同樣以「水」為築景
中心。圓明園從康熙四十八年 ( 1709 年 ) 開始興建，原本是康熙賜給時為皇子的雍
正的花園，雍正即位後也喜愛長住園內，所以園內又加建了處理政事與召見朝臣之所。
同時，他在東面加建長春園、東南面加建綺春園（又稱萬春園）
，大增圓明園的華美程
度，因此圓明園又有「萬園之園」、
「東方凡爾賽宮」之美名。
【奧林匹克公園】是 2008 年北京奧運中的奧運公園，當中的比賽場館包括了北京國家
體育場、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北京英東游泳館、北京奧體中心體育場、北京奧體中心
體育館、北京國家體育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擊劍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曲棍球場、
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射箭場及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網球場。奧林匹克公園內的設計及施工
充分表現出綠色、人文與科技奧運的全新理念，在北京奧運結束後，奧林匹克公園將
會成為北京市提供文化、體育與休閒的場所。
【鳥巢 ( 外觀 ) 】外觀是以眾多鋼鐵不規則地「編織」而成如一個鳥巢般，因此又稱
為「鳥巢」體育場。
【水立方( 外觀 ) 】外觀與“鳥巢”相映襯的是“水的立方”國家游泳中心。國家游
泳中心是一座新穎別致的奧林匹克建築，它將以冰晶狀的亮麗身姿，裝點景觀如畫的
奧林匹克公園。
【三里屯 VILLAGE】2004 年後，三里屯南、北路被規劃為商業區，形成「大三里屯」
的概念，從此三里屯不再只是一條街上的熱鬧，而是一整塊區域的燈火璀燦，包括北
街的三里屯購物中心，以及南街的三里屯 SOHO，都成功將時髦、藝術、現代、娛樂
融合在一起，創造全新的三里屯文化。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花家怡園風味餐 RMB50

晚餐

東來順涮羊肉 RMB60

住宿
精選商務飯店：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或 三元諾富
特酒店(Novotel) 或 西國貿大酒店 或 麗景灣
酒店 或 同級

Day05

北京【天壇、秀水市場、798 藝術區】台北

【天壇】為明、清歷代皇帝祈求五穀豐收的地方，亦是中國現存最大一處壇廟建築，
以祈年殿、皇穹宇、圜丘三大殿為主。其中祈年殿是由三層傘狀的圓形屋頂所構成的
建築物，藍色的琉璃瓦更是引人注目。
【秀水市場】秀水街市場成形於 1980 年代，最初只是在秀水東街上搭起簡單的蓬架，
聚集一些流動商販，商品內容以絲綢服飾、外貿服裝與小百貨為主，素有「絲綢一條
街」之稱。後來，這裡興起了仿冒品的生意，低廉的價格不但吸引國內人民前來掏寶，
就連外國遊客也趨之若鶩，甚至把「登長城、吃烤鴨、逛秀水」並列為到北京旅遊的
必遊項目。您可在此自由參觀採購各式名牌衣服、皮件、皮包等紀念品，為親朋好友
準備不一樣的貼心伴手禮。
【798 藝術區】自 2002 年開始，大量藝術家工作室和當代藝術機構開始進駐這裡，逐
漸發展成為畫廊、藝術中心、藝術家工作室、設計公司、時尚店鋪、餐飲酒吧等聚集
區，短短的兩年時間裡擢升為國內最大、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藝術區。
爾後帶著愉快的心情前往機場，結束這次五日之旅。
早餐 酒店內用
午餐 中式合菜 RMB50
晚餐 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內容將根據當地航班實際飛航狀況、路況及火車班次，保留調整之權利，請以出發前說明會為準。

費用說明
出發日期

2019 年 9 月 19 日

團費優惠價 $35,000 元

訂金:10,000 元

全程機票、食宿、行程中景點門票、機場稅、燃油費、500 萬旅行業責

費用包含

任保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依規定 14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投保旅遊責
任險 2 佰萬元)、導遊領隊司機小費、機場來回接送(限桃園以北；超過
宜蘭、羅東恕不接送並退車資 $500 元)。

費用不含

護照、台胞證工本費、床頭、行李小費、禮貌性質小費等、行李超重費
及私人開銷。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 7 號 7 樓
TEL：(02)2990-5868

FAX：(02)2992-2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