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舊北京暨世界遺產 5日(早去晚回) 
【故宮、天安門城樓、頤和園佛香閣、蘇州園、天壇、慕田峪長城、明十三陵、恭王府】 

本行程堅持品質全程無進購物店、無自費行程 
不浪費時間，不看導遊臉色，讓您玩的安心、盡興、有尊嚴 

★擺脫走馬觀花式觀光旅遊，用超寬超廣的視野體驗真正北京人的生活！★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航班 

 

 
♠ 行程特色 ♠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又稱為「京城」、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直轄市之一。這個古都，既古典又現代， 

有四合院、老胡同和摩天大樓，有歷史，有科技，有京劇老旦，有世界名模，有著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北京故 

宮－1987 年，故宮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爲文化遺産列入《世界遺産名錄》。頤和園－1998 年《世界遺産名 

錄》。天壇－1998 年《世界遺産名錄》。萬里長城－1987 年《世界遺産名錄》。明清皇家陵寢－2000 年明清皇家陵 

寢，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爲文化遺産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北京薈萃了近代的中華文化，擁有諸多名勝 

古蹟和人文景觀。近年來，北京經濟成長強勁，2007 年全市人均 GDP 達 7370 美元。2008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4 

日 2008 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及殘奧會在這裡舉行。北京可說是中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地方，您去過 

了嗎?它絕對值得您一去再去！！ 
 
【獨家安排】首創新舊北京概念： 

【新】國家大劇院(入內)、世貿天階、鳥巢(入內)、水立方、中央電視台、新首都博物館！ 

【舊】煙袋斜街、三輪車胡同遊（請自付小費人民幣 10 元）！ 

【世界遺產景點】故宮紫禁城、慕田峪長城、天壇、頤和園、明十三陵！ 

【特別安排】紅劇場功夫表演（非一般雜耍）http://www.legendofkungfu.com/kongfu/index.html 

《功夫傳奇》是天創國際演藝公司進入北京演藝市場的第一部獨立投資製作並經營的大型常態旅遊演 

藝劇碼。2006 年盛夏以來，《功夫傳奇》在北京紅劇場，每天火爆上演兩場，先後有愛爾蘭及澳大利亞 

觀眾稱：“僅為觀看《功夫傳奇》也值得來北京一趟”。《功夫傳奇》有別于展覽式的傳統功夫表演， 

成功地將戲劇故事引入了功夫表演中，它講述的是小和尚純一揮別母親入山拜師，歷經了啟蒙、學藝、 

思凡等重重考驗，最終成為一代宗師的故事。簡單樸實的敍事蘊涵了“磨難與成長”這個永恆的人生 

主題。(門市價:180RMB/人) 

【貼心安排】登天安門城樓為付費景點門票入內參觀(門市價：RMB15)， 

不安排德勝門、正陽門這兩景點都為豼貅購物景中站。 

【風味餐】讓您除了飽覽好山好水風景外，也讓您嚐遍北京精緻美食（以烤鴨和涮羊肉最聞名）。 

○1 和平門全聚德烤鴨：創業於同治三年的全聚德以掛爐烤鴨聞名，論規模和影響皆為上乘，現今的和平 

  門總店，更是款待國家級外賓的指定場所。 

○2 東來順涮羊肉：據說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傳來，現經營眾多店舖中以始於 1914 年的東來順最為著名，該 

  店以選料精、加工細、佐料全、火力旺的四大特點遠近聞名。 

○3 郡王府風味：是一座著名的四合院式餐廳，院內遊廊環繞、精緻典雅。院有曲徑相通，可觀賞雕樑畫 

  棟、庭園家俱、陳設裝飾，充分領略老北京的宅門特色。 

○4 蜀國演義川菜+變臉秀：這是中國北京一家川菜館，賣是川菜的創作菜，風味獨特。席間有場中國川劇 

  變臉的表演，川劇的演員運用「變臉」絕活，能不換場就變出五種臉相，不管喜、怒、哀、樂、或是 

  驚訝、憂傷都可以在一剎那間變化出來。 

  還有【老北京風味】、【花家怡園風味】、【江南賦杭州菜風味】、【北平樓炸醬麵風味】讓您品嚐北京美 

  食，吃遍大江南北。 

       【註】A. 於蜀國演義川菜餐廳中欣賞一段表演 1 小時，一天一場邊吃飯邊欣賞川劇變臉，可於近距離觀察 

                看看是否能找出變臉秘訣。 

             B. 市場一般是吃方庄全聚德烤鴨（RMB45/人），標示明確告知是吃和平門總店全聚德烤鴨（RMB120/ 

                人），全聚德集團就位於與餐廳同一座大樓，10 人一桌，一桌兩隻烤鴨，讓您大快朵頤。 

 

航空公司 航    段 航班編號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去程 長榮航空 桃園北京   BR716 09：20 12：30 
回程 長榮航空 台北桃園  BR715 20：30 23：40 
出發日期:2016年 9月 22日  

http://www.legendofkungfu.com/kongfu/index.html


 

【飯店特色】全程使用 5＊飯店或當地最好飯店，房間設備先進齊全，並有多元化豪華康樂設施，訓練有素、態度熱 

誠的服務生，舒適的住宿環境和完善的設施，讓您覺得賓至如歸。 

 西國貿大酒店  www.westinternationaltradehotel.com 

北京西國貿大酒店地處北京西三環麗澤商務區，毗鄰豐臺高科技園、京石、京開高速路、奧運場館豐臺體育中心等，

是一家園林式商務豪華酒店。北京西國貿大酒店房間裝修高貴典雅、寬敞舒適，設施配備齊全，感應式電子門鎖、寬

帶網絡端口、保險箱、獨立淋浴房等一應俱全。酒店擁有多個風格各異的中、西餐廳、薈萃潮港菜、燕鮑翅、法、意

西餐、自助餐等美食。1000 多平方米無柱式國際會議中心、多功能會議廳及其他中小型會議室內備有同聲翻譯系統

及各種智能化視聽設備，由專業經驗的服務人員為您舉辦各類活動提供有利保障。酒店內功能齊全的西國貿商務會館

融 SPA、桑拿、游泳、酒吧、KTV、羽毛球場、網球場等娛樂及健身項目于一體，讓您的閑暇時間更豐富多彩 

【貼心小禮品】景泰藍小禮品、國粹臉譜開瓶器、每天一瓶礦泉水。 

【購物站】全程無進購物站，無自費   讓您有更多的時間悠閒觀光！  

【住宿酒店】5 星級西國貿大酒店(北京市 3 環內) 

    

 

 【第一天】  桃園 北京 
●景點：世貿天階、王府井大街+東華門夜市 

   
【北京市】簡稱京，是全國政治、文化和對外交流的中心。北京冬千寒，夏暖濕，四季分明，通常四月初開春，六

月初入夏，九月秋風送爽，十月底秋去冬來，北京四季皆宜旅遊。 

【世貿天階】中間長廊的上方是由一整條 LCD 營幕所蓋成的，白天看起來似乎只是普通的塑膠白板，到了夜晚就開

始播放極具聲光效果的影片，超大螢幕畫面吸引不少人在底下駐足觀看。天階兩側匯集了很多由知名品牌組成的購

物中心，這裡也是 2008 年奧運所進行的重點工程之ㄧ。 

【王府井大街】距今有近百年的歷史，有全國聞名的北京百貨大樓，著名的新東安市場，全國最大的工藝美術商店，

全國最大的新華書店、外文書店、中國照像館、體育用品中心、王府井購物中心等，時髦娛樂血拼的地方。 

【東華門夜市】小吃一條街規劃整整齊齊的各式各樣中國小吃，排成一列應有盡有可自由閒逛，來回穿梭，聞香停

住，自行體驗一下道地的風味小吃！ 

 敬請自理  機上簡餐  東來順涮羊肉+羊肉串 70RMB 

 ★★★★★ 5 星級西國貿大酒店(北京市 3 環內)或 同級 

 
 
 
 
 
 
 

http://www.westinternationaltradehotel.com/
http://www.westinternationaltradehotel.com/


 
【第二天】  北京 
●景點：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故宮、國家大劇院入內、煙袋斜街、乘坐三輪車遊胡同、恭王府、什剎海 

   
【天安門廣場】世界上最大廣場亦為古時皇城正門，是世界最大的廣場，可容納 100 萬人集會，位於京城正中央，

北側是故宮，南有前門，東有歷史博物館，西有人民大會堂。 

【天安門城樓】位于北京城的傳統的中軸線上。由城台和城樓兩部分組成，有漢白玉石的須彌座，總高 34.7 米。城

樓上 60 根朱紅色通天圓柱，地面金磚鋪成，一平如砥；高大而色彩濃鬱的牆台，上有兩層重簷樓，有黃色琉璃瓦，

東西九間，南北五間，象征皇權的“九五之尊”。 

【故宮】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皇宮，即『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皇宮，歷經五百年滄桑而保持完好的皇家建築物，

可一窺古皇帝君臨天下之處，經過端門、午門、到達太和殿又稱『金鑾殿』是皇帝登基、大婚、冊封、命將出征的

地方；中和殿為舉行大典前需先到此殿暫坐；保和殿冊立皇后太子時，在此接受祝賀，三大殿的北側為內廷，有乾

清宮是舉行內廷典禮的場所；交泰殿為皇后在此接受貴妃、公主等，行六肅、三跪、三叩禮等；坤寧殿為兩朝皇后

的寢宮，內有東暖閣設有龍鳳喜床；養心殿是清朝皇帝辦理日常事務的一個場所；御花園以欽安殿為中心，共十幾

座亭台樓閣，殿前的連理樹已有 400 多年歷史。 

【國家大劇院入內參觀】由法國設計師 Paul Andreu 擔任設計的，形如蛋殼包覆著，整個殼體風格簡約大氣，宛若一

顆晶瑩剔透的水上明珠。殼體表面由二萬多塊鈦金屬板和一千二百多塊超白透明玻璃共同組成，兩種材質的巧妙結

合，營造出舞臺帷幕徐徐拉開的視覺效果，當東邊初起的陽光射在鈦金屬板包覆著玻璃帷幕的「蛋殼」上，晶亮的

橢圓球體倒映在水面上，宛如外太空的幽浮從湖中升起般的炫麗。 

【煙袋斜街】是北京歷史最悠久的斜街之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轄境，據記載，清朝時的煙袋斜街上開了很多出售

煙袋的商鋪，其中一家名為“雙勝泰”的煙袋鋪在門前樹立了一個五尺高的木質大煙袋作為幌子，曾經名揚京城。 

【乘坐三輪車遊胡同】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種古老的城市小巷，它浩繁有幾千條，圍繞在紫禁城四周，胡同內民房

保留了北京原有的建築特色，胡同更是許多電視劇拍照拍電影取景之處，暢遊胡同後更讓您引發懷古之情。 

【恭王府】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後作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 年恭親王奕

訢成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稱也因此得來。恭王府分中東西三路，分別由多個四合院組成，後為長 160 米的二

層後罩樓。恭王府歷經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歷史進程，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資訊，故有了“一座恭王

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 

【什剎海酒吧一條街】什剎海（后海）酒吧一條街快速竄起，這個區域有景致優美的湖畔，兩岸夾柳，小船輕掠，

與接連不斷的餐廳、酒吧，入夜後亮起閃爍的霓虹燈，成了現在最火紅、最有特色的酒吧一條街。 

【功夫傳奇】北京最新的大型表演，它集合了全中國近七十名武林高手的表演，引進先進的舞台燈光及現場特效設

備，傾力打造出中國功夫之精華，結合雜技、現代舞、影視特效為一體的節目，讓您渡過一個繽紛多彩的北京之夜。

節目結束後返回飯店休息，養精蓄銳準備明天文化之旅。 

 酒店內享用  和平門全聚德烤鴨 120RMB  蜀國演義川菜+變臉 50RMB 

 ★★★★★ 5 星級西國貿大酒店(北京市 3 環內)或 同級級 

 

 
 
 
 
 
 
 
 
 
 
 

http://baike.so.com/doc/6044579.html
http://baike.so.com/doc/1562895.html
http://baike.so.com/doc/3093812.html


 
 【第三天】  北京 
●景點：慕田峪長城、定陵、鳥巢(內觀)+水立方(外觀) 

   
【慕田峪長城】世界八大奇蹟之一的長城風景區，萬里長城是古代最大的軍事工程，它東起山海關，西至嘉峪關，

在崇山峻嶺中，綿延六千七百公里，有如巨龍環繞在錦繡山河中，是中國萬里長城的其中著名一段，位於首都
北京市懷柔區的軍都山中，是明長城北京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北京旅遊的一個聖地，2002 年被評為 4A
級景區，2011 年被評為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也是世界各國遊客 最愛的長城，山谷中峰巒疊嶂，林木蔥郁，景

致非凡，我們將安排『纜車上下』(當然您可決定纜車上步行下或 步行上 纜車下或 步行上下)。 

【明十三陵之定陵】聞名中外埋藏明代十三個皇帝，二十三個皇后和一個貴妃的陵園，一睹皇陵的奧秘，參觀中國

歷代封建帝王陵墓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定陵』地下宮殿(含第一、第二展覽廳)。中國歷代皇帝對宗廟、陵寢都十分重

視,把它視為宗族的代表、江山的象徵，皇家選擇建陵地時，朝中要派一、二品大臣，帶著深曉地理、風水的術士去

四處尋找，有時甚至要選好幾年，明十三陵就地下建築來說，修建得也十分堅固，而且採用深葬的辦法，所以明十

三陵從未被盜。 

【國家體育場即鳥巢入內參觀】建築面積約 26 萬平方米，可容納觀眾 10 萬人，承擔 2008 北京奧運會田徑、足球兩 

大項目的比賽任務，同時承擔奧運會開幕式、閉幕式任務。主體建築呈空間馬鞍橢圓形，南北長 333 米、東西寬 294

米的，高 69 米。主體鋼結構形成整體的巨型空間酷似“鳥巢”的結構。體育場外殼採用可作為填充物的氣墊膜，使

屋頂達到完全防水的要求，陽光可以穿過透明的屋頂滿足室內草坪的生長需要。     

【國家游泳中心俗稱水立方外觀】“水立方”的建築結構來自于肥皂泡堆積的概念，因為要造出水分子的感覺，每

個氣枕都是不規則的多面體，所以氣枕依托的鋼架構也要求是多維空間的 12 面體或者 14 面體，搭建這樣的鋼架構

在國內乃至世界上都是第一次。構成“水立方”皮膚的是 3000 多個由 ETFE 膜制成的不規則的氣枕泡泡，在場館四

周設有一圈高 2 米的護欄，並在護欄內開鑿了一道寬 6 米、深 0.5 米的護城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圓地方”的

設計思想催生了“水立方”，它與圓形的“鳥巢”——國家體育場相互呼應，相得益彰。 

 酒店內享用  老北京風味 40RMB  花家怡園 60RMB 

 ★★★★★ 5 星級西國貿大酒店(北京市 3 環內) 或 同級 

 

 【第四天】  北京 
●景點：頤和園（+佛香閣、蘇州街）、秀水購物中心、新首都博物館、北京電視台(外觀) 

   
【頤和園】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座古色古香庭園，此御園由萬壽山和昆明湖組成，是清朝的皇家花園和行宮，它是

中國著名的一座皇家古典園林，它規模十分宏偉，堪稱大陸古代園林之寶，置身其中試想皇家浮華宮居，令人感嘆

滿懷，內有玉瀾堂為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皇帝的地方；長廊全長約 728 公尺，雕樑畫棟，共有 14000 幅彩畫，多取材

自歷史故事及神話傳說和戲劇曲藝等堪稱『藝術畫廊』；石舫是一理石雕成的大船，上面建洋式艙樓，精挑細刻，巧

奪天工，與真船尺寸一般；十七孔橋長 150 公尺，橋上有形態各異的石獅子等。 
【佛香閣】佛香閣是北京市頤和園的主體建築，建築在萬壽山前山高 20 米的方形台基上，南對昆明湖，背靠智慧海，

以它為中心的各建築群嚴整而對稱地向兩翼展開，形成眾星捧月之勢，氣派相當宏偉。佛香閣高 41 米，8 面 3 層 4

重簷，閣內有 8 根巨大鐵梨木擎天柱，結構相當複雜，為古典建築精品。是昔日 老佛爺 撚香拜佛的地方。 

【頤和園之蘇州街】頤和園內還有昔日皇帝的私房景點『蘇州街』，看看天子不到江南也能在皇家園林領略江南的情

趣，一般台灣旅遊團都省略此景點，因為還要另付門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9%83%BD%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9%95%BF%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4A%E7%BA%A7%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4A%E7%BA%A7%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5A%E7%BA%A7%E6%97%85%E6%B8%B8%E6%99%AF%E5%8C%BA


【秀水購物中心】位於風景幽美的外國大使館區,集外貿特色服裝、服飾、品箱包、鞋帽、皮具、工藝品、小商品經

營及餐飲、娛樂休閒於一體的新型市場，是買便宜瘋狂購買區，這裡貨品琳瑯滿目，膺品仿得幾可亂真，價錢實在

便宜，簡直是「俗擱大碗」，大家可以自由選購。 

【新首都博物館】館內的基本陳列將是一個反映北京歷史、城市發展和民俗展覽，同時還將開放青銅器、玉器、瓷

器、文房珍玩、書法、繪畫等七個專題陳列。展出的 5622 件是珍貴文物，如老山漢墓出土的漆案和絲織品、房山金

陵出土的七星鐵劍和金絲冠、門頭溝東胡林遺址出土的散落在少女遺骸頸部和脕部的項鏈與骨鐲等，都為首次將這

些北京近年來最新的考古發現以實物的形式一一呈現。 

【北京電視臺外觀】中央廣播電視塔於 2001 年，躍入光榮榜的北京新“十大建築”之ㄧ。由廣播電影電視部設計院

設計的中央廣播電視塔，除了發射廣播電視節目及遊覽觀光外，還可進行氣象、環保、地震監測等。塔為預應力鋼

筋混凝土結構，具有抗禦九級地震的能力，處於國際同類建築的先進水準。雖作為構築物，但其造型設計充分考慮

了北京的地域條件。為使塔的形象與北京傳統的建築風格相呼應，用了宮燈造型及仿天壇塔座的形狀，寓意為“首

都的一盞明燈”。 

 酒店內享用  江南賦杭州菜 50RMB  郡王府風味 95RMB 

 ★★★★★ 5 星級西國貿大酒店(北京市 3 環內)或 同級 

 

 【第五天】   北京 桃園 
●景點：天壇、798 藝術園區 

     
【天壇】明清兩代皇帝孟春祈穀，夏至祈雨，冬至祭天的聖地，亦是現存古代最大祭祀性建築群，建築佈局呈『回』

字形，由兩道壇牆分成內壇、外壇兩大部份。最南的圍牆呈方型，象徵地，最北的圍牆呈半圓型，象徵天，北高南

低，這既表示天高地低，又表示「天圓地方」。主要建築物集中在內壇中軸線的南北兩端，其間由一條寬闊的丹陛橋

相連結，由南至北分別為「圜丘壇」是皇帝祭天大典的場所，壇分三層，天心石一站可感受天地人為一體的融合感；

「皇穹宇」是供奉皇天上帝和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圓形圍牆是著名的回音壁；「祈年殿」殿頂全用藍色琉璃瓦覆蓋

等，天壇設計巧妙，色彩調和，建築藝術高超，可見中國古代的設計師們，為了造一座能象徵『天』的壇廟建築，

確實絞盡了腦汁。 

【798 藝術區】斑駁的紅磚瓦牆，錯落有致的工業廠房，縱橫交錯的管道，牆壁還保留著各個時代的標語。馬路上穿

著制服的工人與打扮時尚前衛的參觀者相映成趣，歷史與現實、工業與藝術在這里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這里就是

北京 798 藝術區。藝術家開始集聚 798 廠，以藝術家獨有的眼光發現了此處對從事藝術工作的獨特優勢。他們充分

利用原有廠房的風格（德國包豪斯建築風格），稍作裝修和修飾，一變而成為富有特色的藝術展示和創作空間，並已

成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標。 

 酒店內享用  北平樓炸醬麵 50RMB 中式合菜 50RMB 

 ★★★★★ 甜蜜溫暖的家 

 

【註】 ◎ 本行程為團體行程恕無法接受中途脫隊要求。 

       ◎ 以上行程如有老人、小孩之門票一概不退。 

       ◎ 所有內陸之海空陸交通，食宿及遊覽，均由內陸公營旅遊單位負責安排，鑒於目前內陸交通，飯店系統 

          仍有國家制度上之限制，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飯店或交通工具有臨時更改，一切以當地旅行社 

          安排為主，但景點決不減少。儘請見諒！ 

       ◎ 吃素食(齋菜)旅客小提示：大陸地區吃素食(齋菜)的風氣畢竟沒有台灣風行，故素食方面無法像台灣做的 

          如此的精緻，且用當季時疏，菜色變化不大，如果您是到大城市去旅行，除北京、江南地區，可能會比 

          較好一些，其他省份地區如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等，請各位參團貴賓要多多包涵(約 2-3 菜+一湯)， 

          在此建議，可自行帶些喜愛的素食罐頭，以免因飲食不佳影響旅遊心情。 

       ◎ 故請旅客前往大陸旅遊時，請先調適自己，並對該地區環境先作認識，這樣一來相信您會有美好的旅程， 

          並記得要『入境隨俗』喔!! 



  

 

出發日期：9月 22日【星期四】 

每人團費：30,800元(現金優惠價) 

若單人住一間須補單人房差 

每人訂金：5,000元 

【團費包含：兩地機場稅、燃油費、履約責任險、意外醫療險、行李小費 

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 1,000元、新竹至桃園機場團體接送(外縣市另議)】  

【團費不含：新辦或重辦護照費 1,500元、新辦或重辦台胞證費 1,400元】 

 

【行家旅遊】美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民生路 81號  TEL:03-5354989 (代表號)  FAX:03-5354886  

交觀甲字第 6560 號、旅品保新 0038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