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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站 
全程無購物，旅遊品質有保障! 

註：導遊於車上講解當地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讓旅客瞭解也供旅客選擇。 

自費項目 全程無自費 項目，旅遊品質有保障! 

貼心安排 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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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X 657 高雄 澳門  09:55 11:30 

第一天 NX 008 澳門 北京 19:15 22:20 

第六天 NX 237 天津 澳門 12:15 15:35 

第六天 NX 668 澳門 高雄 18:1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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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飛行安全考量，每班次的嬰兒皆有搭乘人數限制，如旅客有 2 歲以下嬰兒同行，請務必提供嬰兒姓名、出生年月日及

父母(同行者)名單，待服務人員與航空公司回覆預訂 OK 後，方完成訂位 。 

※嬰兒訂位將以入名單先後順序受理，額滿即不再接受，亦不接受嬰兒佔位使用成人設備※ 

 

第 1 天 高雄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自由活動】北京 

※今日集合於國際機場，待專人辦妥登機手續後，搭乘豪華客機經由澳門飛往【北京】。 

■【威尼斯人度假村】以義大利水都威尼斯為主題，酒店周圍內充滿威尼斯特色拱橋、小運河及石板路。

充滿威尼斯人浪漫狂放享受生活之異國風情。除了建築特色外，威尼斯人度假村擁有世界一流的博彩、

會展、購物、體育、綜藝及休閒設施等。★前往參觀需搭乘威尼斯人度假村接駁專車★ 

■【北京】以古老大器而聞名，置身於宮閣樓宇叢中，漫步在胡同和四合院的群落，可用心去體味彌漫其

的濃濃的京味，或許你才能領會北京之遊的真諦。隨著 2008 奧運會的舉辦，北京給世界又一個驚喜! 

■ 早餐：X  

■ 午餐：現金 HKD50 敬請自理   ■ 晚餐：機上輕食 

■ 住宿：準☆☆☆☆☆臨空皇冠假日酒店 或 同級 

   
 

第 2 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天壇、前門大街+北京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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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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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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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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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坊】北京坊外城八坊，今被人們通稱的“前三門”（指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以南直至永定

門，其範圍計長二十八里。《宸垣識略》皆為老北京的外城，亦稱“外羅城”，老北京人也將它稱為“帽

子城”。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全聚德烤鴨 RMB60    ■ 晚餐：東來順涮牛肉 RMB50(品嘗二鍋頭酒) 

■ 住宿：準★★★★★東方美高美國際酒店 或 富力智選假日酒店 或 盈坤維景酒店 或 貫通建徽五星樓 或 同級 

   

  第 3 天 
北京【頤和園、鳥巢(外觀)+水立方(外觀)】密雲【古北水鎮(含單程環

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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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約 29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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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國家游泳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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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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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花家怡園 RMB50   ■ 晚餐：燒肉館 RMB60 

■ 住宿：準☆☆☆☆☆古北水鎮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4 天 密雲【司馬台長城(含上下纜車)】承德【避暑山莊(含電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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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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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中有園，景內有景，構成了一幅千姿百態的立體畫卷。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承德麵食 RMB50   ■ 晚餐：承德野味 RMB50 

■ 住宿：準☆☆☆☆承德福滿家酒店 或 同級 

   

第 5 天 
承德【小布達拉宮、須彌福壽之廟】天津【義大利風情街、車遊

海河夜景+摩天輪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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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風情街】前身為義大利在境外唯一的租界，是天津市河北區的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情的旅遊風

景區，亦是亞洲唯一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格的大型建築群。 

■【車遊海河夜景】海河兩岸有新文化中心、奧式風情區、河海中心廣場、古文化街、解放廣場、津門

津塔等等 16 個特色建築，和 70 餘處美麗燈光，在各色餘氲映襯下，彷彿跳躍的小夜曲般迷人，把海

河點綴的如詩如畫。夜色的津灣廣場和津灣站相呼應，形成新舊交錯的局面，星際大廈、遠洋大廈、

津門津塔的中式風情和大陸銀行銀監局、金融局的歐式復古呼應，似乎有中西交融之感。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寶軒漁府 RMB50    ■ 晚餐：九福酒樓 RMB50 

■ 住宿：☆☆☆☆☆東麗湖恆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6 天 天津【食品街、文化街、天后宮】澳門高雄 

■【食品街】建成於 l984 年，經各方通力協作，百日建成，各種風味飲食商店隨即開業。高約數丈的

灰色圍牆，把食品街圍成一個正正方方的四方形，城內十字交叉的兩條大街，把食品街均分為四個分

區，沿街設有上下三層店鋪。 

■【文化街】在天津，想大致領略一番津味、古味、文化味的朋友，最佳去處莫過於古文化街了。古文

化街由宮南宮北大街和宮前廣場三部分組成，全長 580 米，街寬 7 米，天后宮位於全街中心。全部建

築為磚木結構，是目前天津市最大的一處仿古建築群。建築格調為仿清、民間、小式的風格。 

■【天后宮】◎中國三大天后宮之一，也是天津現存最古老的建築◎ 天津有一句老話：先有天后宮，後有天津

衛。可見天后宮在天津人心目中的地位。天后宮實際是老百姓供奉天后娘娘的廟宇，俗稱“娘娘

宮”。昔日，天后宮供奉主神，當然是天后娘娘。由於歷史原因，天后宮在漫長的歲月裡，形成了佛

道混雜、百神聚集的複雜情況。但古色古香的習俗依然保有，如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都會在此舉

行盛大的“皇會”，表演龍燈舞、獅子舞、少林會、高踐、法鼓、旱船、地秧歌、武術以及京戲等。 

此時 6 天的旅遊已近尾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時間就在相機美窗中飛去！該是回家整理美麗回憶的

時候，記得要把您的快樂與我們分享！後前往機場搭乘兩岸班機，返回溫暖的家，期待下回再相會！ 

■ 早餐：酒店內用早餐 

■ 午餐：機上簡餐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A.新辦護照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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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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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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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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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護照正一份(6 個月以上的效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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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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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有過期台胞證正本也請一併附上 

○5 未滿 16 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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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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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