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12/11.18   2018/2/5                         團費：每人／NT27,800 元起 

       2018/1.8.15.22.29                                 團費：每人／NT26,500 元起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及簽證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貼心贈送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第 1天  高雄北京 

【北京】：北京市，簡稱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直轄市和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組成，是中國的政
治、文化、科技創新和國際交往中心。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具有重要的國際影響力。 
早餐：X／午餐：X／晚餐：花家怡園 RMB50 

住宿：準☆☆☆☆☆北京盈坤維景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景山公園(覽北京城)、國家大劇院(外觀)、前門大街 

        +(外觀)鐺鐺車、世貿天街)  
【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位在北京市的市中心，因廣場北方的大門而得名，可容納百萬人是世界上
最大的廣場，從初建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整座建築表現出一種皇權至尊的威嚴；天安門廣場每天
日出時會有國旗班戰士們升旗的儀式，這已經成為北京的一大景觀。 
【故宮】：古時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皇宮，先後有廿四位皇帝在此登基，故宮建於西元 1420
年，佔地面積為 72 公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宮殿建築群，分別是前朝三大殿以及乾清
宮、禦花園等著名建築。 
【景山公園】：夜幕降臨，鳳凰古城兩岸已完成亮化施工的民居籠罩在曼妙的燈光裡，房屋輪廓倒映水
中，呈現出豐富的層次感，置身其中，依稀觸摸到夢迴故鄉的意境與韻律。 
【國家大劇院】：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景山前街，西臨北海，南與故宮神武門隔街相望，是元、明、清
三代的御苑。公園坐落在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線上，公園中心的景山，曾是全城的制高點，可俯瞰整座紫
禁城。 
【前門大街】：前門大街直通京城，是昔日天子出城時的必經之地，故民間都俗稱天街，北京順口溜『東
四西單鼓樓前，王府井前門大柵欄，還有那小小門框胡同一線天』道出了北京大柵欄(前門老街)的重要
性。老字號的建築風格保留著北京大柵欄的風情，您可以在這看到噹噹車，一覽清末民初的傳統人文色
彩。 
【鐺鐺車】：鐺鐺車時隔 40 餘年重回北京前門大街鐺鐺車是老北京（北平）對有軌電車的稱呼。因為它
的車頭掛了一隻銅鈴鐺，司機只要一踩腳下的踏板，鈴鐺便會發出“鐺鐺”的聲響，提醒行人閃避車輛。
這也算是北京第一代現代化交通工具。 
【世貿天街】：世貿天階位於迎賓國道東大橋路的東側，緊鄰國貿、嘉里中心等眾多頂級寫字樓以及世
貿國際公寓、新城國際等名品公寓，坐鎮北京 CBD西區門戶，已被朝陽區政府定為政府重點工作項目，
於 2006 年建成投入使用，並成為 CBD的旗艦商業。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CI 591 高雄 北京 14:00 17:50 

第八天 CI 592 北京 高雄 19:05 22:50 

以上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海福灣粵菜 RMB50／晚餐：和平門全聚德 RMB120 

住宿：準☆☆☆☆☆北京盈坤維景酒店／或同級 

第 3天  北京(頤和園(佛香閣、諧趣園)、圓明園遺址公園、(外觀)鳥巢+(外觀)水立方+(外觀) 

            玲瓏塔+北頂娘娘廟、享受溫泉) 
【頤和園】：頤和園，位於北京市西北郊海澱區，距北京城區約 15 千米。始建於清代乾隆年間（1750
年---1764 年）。利用昆明湖、萬壽山為基址，以杭州西湖風景為藍本，汲取江南園林的某些設計手法和
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園，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宮御苑。 
【佛香閣】：佛香閣是北京頤和園中的主體建築物。位於萬壽山前山正中位置，為鐵力木修建的八角形
四重檐三層樓閣，高 41 米，上覆綠剪邊黃琉璃瓦，是頤和園內體量最大的建築。 
【諧趣園】：諧趣園位於頤和園的東北角，由於它小巧玲瓏，在頤和園中自成一局，故有“園中之園”
之稱。諧趣園中共有橋五座，其中以知魚橋最為著名。 
【圓明園遺址公園】：圓明園遺址公園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中部偏東，西北去西直門二十華里。圓明園遺
址公園建成於 1988 年，僅存山形水系、園林格局和建築基址，假山疊石、雕刻殘跡仍然可見。在“西
洋樓”舊址建有園史展覽館，供人瞻仰憑弔。 
【鳥巢】：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主場館，由於於獨特造型又俗稱「鳥巢」。樹枝般交雜的鋼架結構裸露
在外，加上外型如碗狀，被稱為鳥巢。鏤空的鋼架中隱約透露出紅色光澤，是鳥巢座椅的顏色，選用「中
國紅」與「長城灰」以彰顯特色。 
【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俗稱「水立方」，是 2008 年北京奧運主要的水上項目比賽場館，位於中國
北京市奧林匹克公園，其外觀在特殊的藍色膜結構包覆下，遠遠望去像一塊半透明的水匣子，夜裡在燈
光投射下宛如藍色水晶耀眼。看似簡單的“方盒子”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科技共同“搭建”而成的。 
【玲瓏塔】：玲瓏塔是奧林匹克公園中的標誌性建築，高 132 米。曾作為多功能演播中心使用。入夜，
在變化的燈光下閃現出七彩的顏色，極為美麗。 
【北頂娘娘廟】：北頂娘娘廟位於北京奧運會主場館最初的規劃設計中，為保護北頂娘娘廟，國家游泳
中心向北移動了一百余米，現如今已成為奧林匹克公園中一部分，現為北京民俗博物館分館。 
【享受溫泉】：休閒區域內配有游泳池、咖啡廳及 SPA 包間，閒暇之餘亦可投身酒店為您準備的各類娛
樂休閒設施，充分感受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給您帶來的尊貴養生體驗。置身於溫泉的世外桃源，遠離城
市的喧囂，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為您帶來一段閒適愜意的心靈之旅。3000 多平米溫泉中心為您採集純
天然地下溫泉，各色溫泉泡池為您調理身心。 
溫馨提示：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內泡溫泉時必須自備泳衣。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餃子宴風味 RMB50／晚餐：開元食府 RMB50 

住宿：準☆☆☆☆☆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或同級 

 



第 4天  北京密雲(古北水鎮<含單程環保車>《永順染坊、震遠鏢局、八旗會館、山

頂教堂+水鎮夜景》) 
【古北水鎮】：水鎮內河道密佈，古老的湯河支流縈繞其間，古建、民宅依水而建，在清新空氣、藍天
白雲、綠水波濤、參天白楊的掩映之下，宛如一片鮮為人知的世外桃源。夜幕降臨，精心規劃的古鎮泛
光夜景超凡脫俗，冷峻中透出絲絲溫馨，不論是構思的精巧還是氣勢宏大，都堪稱國內首屈一指，是不
容錯過的美景。 
【永順染坊】：在古北水鎮的作坊街，走過司馬缸酒樓，永順染坊的那扇朱紅色大門讓人眼前一亮，高
高的門檻兒，矗立的門邊石，讓你忍不住想要走進去一探究竟。進門首先看到的是永順染坊罕見的曬布
場，古老手工藝印染出來的布匹雅致輕盈，樸拙大氣。  
【震遠鏢局】：鏢局最早的時候叫做鏢行，鏢局說白了就是“拿人錢財，保人免災”的當，也就是憑藉
過人的武功專門為別人保護錢財或人身安全的機構。震遠鏢局起源于同治中興之後，光緒元年（1875—
1900）同治中興時期鏢局鼎盛，八大鏢局名震天下，在社會動盪的時期，震遠鏢局以自己的實力佔據八
大鏢局一席。 
【八旗會館】：在這裡留下了許多滿族文明和八旗特色文化。現在的八旗會館從滿族的民風民俗、軍事
駐守、重大戰役和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介紹這個馬背上的民族。 
【山頂教堂+水鎮夜景】：位於古北水鎮鎮子裡的小山上，從水鎮中央約爬 20 分鐘的臺階就可以到達。
這個小教堂的外觀是灰色的石頭房，和古鎮的建築融為一體。登上後可以俯瞰古北水鎮的難忘夜景。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密雲風味 RMB50／晚餐：水鎮風味 RMB80 

住宿：準☆☆☆☆☆古北水鎮大酒店／或同級 

第 5天  司馬台長城<纜車上下>承德（避暑山莊<含電瓶車>、南營子大街） 

【司馬台長城】：是中國萬里長城的其中一段，位於北京市密雲縣與河北省灤平縣間。是長城中最險要
的一段，全長 5.4 公里，東起望京樓，西至後川口。長城構築於北齊，現存的長城則是於明朝時期所建。
而長城以鴛鴦湖分為東西兩段，分別有敵樓 16 和 19 座。該長城西接金山嶺長城，因此有不少遠足客喜
歡同遊兩座長城。而長城聞名的原因除了險要之外，還有整修後依然能較好的保留古蹟的原貌。司馬台
長城於 1987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屬中國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避暑山莊】：中國現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園林，俗稱承德離宮，原名熱河行宮，位於市區北半部，占地
面積五百六十四萬平方米，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和著名的文物風景區，自康熙四十二年始建，至
乾隆五十五年最後完工，歷時八十七年，建樓、台、殿、閣、軒、齋、亭、榭、廟、塔、廊、橋一百二
十餘處，尤以康、乾禦題七十二景昭著，與自然山水相輝映，園中有園，景內有景，構成了一幅千姿百
態的立體畫卷。 
【南營子大街】：南營子大街南起承德市附屬醫院，北至火神廟康熙銅像。途中經過承德市百貨公司、
承德商城、承德市中心廣場、承德商廈、勞動大廈、德匯大廈等。南營子大街有很多的商場，這裡是城
市的商業繁華區域，很多知名品牌產品都在這條街上。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承德麵食 RMB50／晚餐：承德野味 RMB60 

住宿：準☆☆☆☆承德福滿家酒店／或同級 

第 6天  承德（小布拉達宮、須彌福壽之廟）北京（雍和宮、紅劇場功夫秀） 

【小布拉達宮】：是康熙皇帝為達賴喇嘛修建的行宮，仿西藏布達拉宮而建而規模較小，故又稱《小布
達拉宮》，《普陀宗乘》即藏語《布達拉》的意譯。小布達拉宮佔地21.6公頃，共有大小藏式建築60余處，
藏式白樓殿堂樓宇依山傍水星羅棋布，佈局靈活又不失莊嚴肅穆。 
【須彌福壽之廟】：位須彌福壽之廟創建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河北承德著名的“外八廟”之一。
因乾隆帝七旬壽辰，後藏政教首領班禪額爾德尼六世長途跋涉到承德覲見賀壽，乾隆皇帝詔令仿其駐地
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建造行宮。紮什倫布意爲“福壽吉祥”，須彌意爲“山”，故依從藏語得名須彌福壽
之廟，俗稱大行宮。 
【雍和宮】：舊址原為明代內官監官房。清康熙三十二年(l693 年)，成為皇四子胤禛的府邸。宮位於北
京市東城區內城的東北角即雍和宮大街路東，是北京市內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該寺院主要由三座精緻
的牌坊和五進宏偉的大殿組成。 
【紅劇場功夫秀】：紅劇場功夫秀描述一個在山中古老寺院的小沙彌，經歷艱苦的練武、習禪、人生紅
塵的誘惑、最終大徹大悟、修成正果的故事，表演中使用大量的聲光效果及磅礡配樂，搭配舞蹈動作輔
助，生動且深刻的詮釋這個故事的最大意義—人生的磨難與成長，雖然對白不多，但演員表現讓人印象
深刻，為之動容，精湛的武術更是讓觀眾的視線離不開舞台，一同隨劇情的喜怒哀樂起伏，是一場集藝
術、特效、文化為一體的指標性藝術表演，深刻撼動觀眾的心，寓教於樂，參與北京自由行的您值得親
自前來觀賞。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中式合菜 RMB50／晚餐：蜀國演義+變臉秀 RMB60 

住宿：準☆☆☆☆☆北京盈坤維景酒店／或同級 

第 7天  北京（盧溝橋、三輪車遊胡同+居民家訪、煙袋斜街、什剎海酒吧街<每人          

             贈送一張蓋有大清郵局郵戳的明信片>、秀水市場） 
【盧溝橋】：說到北京盧溝橋，最為人知的就是它是吹響八年抗戰號角的「七七盧溝橋事變」事發地。
但其實北京盧溝橋的歷史淵源也同樣饒富趣味，代表意義遠超過戰爭背景。北京盧溝橋，又名「蘆溝橋」，
因位於北京永定河上，故也稱作「永定橋」；盧溝橋已有 800 多年的歷史，始建於金朝，在清康熙時代
又重新整修，由於它是河北到北京的唯一通路，可說是位居「兵家必爭之地」的關鍵地理位置，如此重
要的背景，前來北京旅遊肯定要親自走訪一回。 
【三輪車遊胡同+居民家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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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胡同和北京歷史密切的淵源，胡同和四合院被看作是北



京平民文化的象徵，讓貴賓們可以更深入了解胡同生活與文化。 
溫馨提示：小費 10元人民幣，敬請旅客自理。 
【什剎海酒吧街】：不光有歐美式樣的酒吧，還有純中國的茶社，位置在湖邊，靜中有動、鬧中取靜，
別有一番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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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水市場】：也稱秀水街服裝市場，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永安里附近的秀水東街。原是北京市比較有名
的商業街之一，拆遷後的秀水街，已成為一座商場，依然是北京著名的商業中心。主要經營中國傳統的
絲綢製品和精緻的手工藝品和進口商品。與雅寶路服裝市場齊名。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朗瑪斯蒂餐廳 RMB50／晚餐：東來順刷羊肉 RMB60 

住宿：準☆☆☆☆☆北京盈坤維景酒店／或同級 

第 8天  北京（天壇、798藝術區）高雄 

【天壇】：明清兩代皇帝祭祀皇天上帝的場所，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 年)，以後經過不斷的改擴建，
至清乾隆年間最終建成。天壇占地達 273 萬平方米主要建築有祈年殿、圜丘、皇穹宇、齋宮、神樂署、
犧牲所等。天壇公園現有面積為 205 萬平方米，保存有祈穀壇、圜丘壇、齋宮、神樂署四組古建築群，
是規模最大、形制最完備的古代祭天建築群。 
【798 藝術區】：又稱大山子藝術區，是一個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大山子地區的一個藝術園區。藝術區的
名字是由北京國營電子工業老廠區的名稱沿用而來，如今，798 除了數字本來含義以外，一般專指北京
798 藝術區，在 798 藝術區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 798 共識，因此 798 也指這一藝術區引申出的一種文
化概念，以及 LOFT 這種時尚的居住與工作方式，亦稱 798 方式。 
※結束後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內用／午餐：南北一家茶膳 RMB60／晚餐：機上輕食 

住宿：★★★★★ 溫暖的家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下
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 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戶
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請
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書
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持有台胞證需換證者: 
(一)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二)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改名需附效期 3 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三)兩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 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與護照
規格相同。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禁穿白色衣服拍照，敬請注意！)  
(四)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五)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注 意 事 項 ：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11.23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