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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國 北京長城健行 8日遊 

 

 日 期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北京 BR716  1520/1835 

今日搭乘豪華客機，飛往北京。 

餐食：晚/合菜 50RMB 

住宿：準★★★★★ 盈坤維景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二天 

北京 外觀國家大劇院、天安門廣場、故宮博物院、城市規劃館、前門大街+北京坊、金

面王朝秀 C或 D區 

【國家大劇院外觀】外部圍護結構為鋼結構殼體，呈半橢球形，建築總高度為 46.285 

米。主體建築外環繞人工湖，湖面面積達 35500 平方米，北側主入口為 80 米長的水

下長廊，南側入口和其他通道也均設在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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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建於西元 1417年，原名為承天門，至西元 1651年

改建後才稱為天安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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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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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內的建築分為外朝和內廷兩

部分。外朝的中心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統稱三大殿，是國家舉行大典禮的地方。

內廷的中心是乾清宮、交泰殿、坤甯宮，統稱後三宮，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宮。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主要介紹了北京這座不朽之城的悠久曆史，宣傳當代城市規劃建

設的偉大成就，展示未來北京城市發展的燦爛明天。 

【前門大街+北京坊】前門大街的興盛遠明朝年間，至今已有 570年的歷史，為明清時

期皇帝出巡祭天的御道，更是北京城中軸線上最繁華的商業街道。經過大修之後的前門

大街成為一條步行街，並重現了前門大街明末清初的建築風格。 

【金面王朝秀 C 或 D 區】以一個無從考究的年代為背景、以舞蹈詩劇的結構形式，通

過舞美、視頻、燈光、舞蹈、雜技、服飾等藝術手段，以戰爭、桑田、鍛造、慶典、月

下、洪水、祭天、幻化 8大章節講述了頭戴金色面具的金面女王用智慧、寬容、信任和

愛造就了一個輝煌的王朝，史詩般地再現了中華文明的恢宏氣勢。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東來順涮肉風味 60RMB、晚/全聚德烤鴨風味 60RMB 

出發日期： 2019/09/22～9/29(10人以上成行) 

費用： 

 

10位以上每位 $50,000元，15位以上每位 $46,000元 

因應航空票價變動、匯率、原油價格等因素，會於出隊兩個月前最後確認活動費用 

費用包含： 

 

山下行前會議、活動小手冊、往返經濟艙機票、兵險、機場稅、當地食宿、交通、領隊

小費、保險、行政費用等。(不包含台胞證費用) 

訂金： 每位 $20,000元需於出團 2個月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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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準★★★★★ 盈坤維景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三天 
 

北京(車程約 2.5小時)-古北水鎮 慕田峪長城(含雙纜)、古北水鎮(單程電瓶車)、古

鎮音樂噴泉、山頂教堂 

【慕田峪長城(含雙纜)】建于明朝，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手下大將徐達所築，迄今已有 600

餘年的歷史，是明長城中保存最好的長城段之一，先後被評為新北京十六景之一、北京

旅遊世界之最。長城內外植被覆蓋率達到 96％以上，主要樹種有"山楊"、"白樺"、"油

松"、"側柏"，豐富的植被以及秀麗的長城使慕田峪在中外素享有"萬里長城慕田峪獨秀"

的美譽。 

【古北水鎮】位於北京市密雲縣古北口鎮，背靠中國最美、最險的司馬台長城，坐擁鴛

鴦湖水庫，是京郊罕見的山水城結合的自然古村落。與河北交界，交通便捷，距北京市

1 個半小時左右車程。景區是在原有的五個自然村落基礎上整治改建而成，保存有精美

的民國風格的山地四合院建築 43萬平方米，總占地面積 9平方公里。景區開放有民國

街區，老營區，水街風情區，臥龍堡民俗文化區，湯河古寨區，民宿餐飲區等，是典型

的北方旅遊度假小鎮。 

【古鎮音樂噴泉】古北水鎮水舞劇場由北京古北水鎮旅遊有限公司投資建設，在 13 米

長的小水池中，充分演繹了水的魔法。擔任設計的中科水景公司成功的實現了在有限空

間中最大限度的展現水舞之美。使該水舞成為精品項目，觀眾通過 10分鐘水舞的表演，

即可經歷柔美心醉、驚心動魄等一系列的情感共鳴。 

【山頂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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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虹鱒魚風味 50RMB、晚/燒肉館風味 80RMB 

住宿：準★★★★★ 古北水鎮大酒店(當地最好) 或同級旅館 

第四天 
 

古北水鎮(車程約 30分)-金山嶺 司馬小燒酒坊、永順染坊、鎮遠鏢局、八旗會館、司

馬台長城(含雙纜) 

【司馬小燒酒坊】司馬小燒酒的釀造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在西元 1567 年，薊鎮總兵

戚繼光修復以古北口為中心的薊鎮長城，在寒冷的冬季將士們就會釀酒喝來抵禦嚴寒，

之後這個燒酒就因司馬台長城而流傳下來了。司馬小燒酒地下作坊展示的是燒酒的製作

過程，司馬小燒是用五種糧食做原料，它們分別是：大米，玉米，高粱，小麥和小米。

司馬小燒就是用這五種糧食按照一定的配比製作而成，是純正的糧食酒。 

【永順染坊】走進永順染坊,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曬布場,這是染布的最後一道工序

曬布。牆上看到的五種顏色稱之為五元色，分別是青、赤、黃、白、黑，五元色旁邊是

五間色，是將五原色混合得到的間色。 

【八旗會館】古北口曾是清朝正黃旗的駐紮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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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台長城】位於北京市密雲區東北部的古北口鎮境內，東起望京樓，西至後川口，

全長 5.4公里，敵樓 35座，整段長城構思精巧，設計奇特，結構新穎，造型各異，既

有人所常見的“城牆類型”，也有適應懸崖峭壁的山勢而建的“半邊牆類型”；既有隨緩坡

而舒展的馬道，也有陡坡上以大階梯疊進的“天梯”。獨具“險、密、奇、巧、全”五大特

點。東段有敵樓 16 座，西段有 18 座。敵樓密集、形式多變、結構各異，樓的間距平

均僅 140米，極其雄奇壯麗。東段長城峰巔有兩座敵樓最為顯赫，即仙女樓與望京樓。

尤其望京樓築於海拔千米的陡峭峰頂，景觀絕佳，可遙望到北京城。司馬台長城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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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屬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我國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古建

築遺址。司馬台長城被鴛鴦湖分為東西兩段。鴛鴦湖由流淌不息的常年在 37℃的溫泉

和冰冷刺骨的冷泉彙集而成，致使湖水冷暖參半，每至嚴冬，湖內依然碧波蕩漾，霧氣

升騰。長城的最高處為“仙女樓”，需登“天梯”而上。天梯高達 100米，坡度 85度，幾

近垂直，無膽量的絕難征服。仰頭上望，那磚石砌就的臺階僅可容腳，兩側懸崖陡壁，

中間這一道臺階細如線，薄如刃，陡如立，不由人望梯興歎，倒吸一口涼氣。爬上仙女

樓，景色果然更加壯美秀麗，俯首看腳下的懸崖，刀削斧劈一般，幾縷霧嵐掛在絕壁處，

更顯得陡峭驚險。西北邊金山嶺長城與司馬台長城渾然一體，活象一條即將騰飛的蒼

龍。長城上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敵樓，建立在各個制高點上，威風凜然，冷峻挺拔。

整段長城，完美和諧，氣勢磅礴，處處顯示出她的巧妙、奇特、雄偉和壯麗。再看看連

綿不斷的燕山山脈奔湧而起，疊起無數的奇幻；看看遼闊的華北平原無邊無際，一直鋪

向目不所及的天邊，在這博大奇異的景色中，令人不由浮想聯翩。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司馬缸餐廳合菜 60RMB、晚/香溢滿園合菜 50RMB 

住宿：準★★★★★ 金山嶺長城悅苑大酒店(山谷房) 或同級旅館 

第五天 

金山嶺(車程約 2.5小時)-北京 金山嶺長城(含雙纜)、秀水市場、紅劇場功夫秀、世

貿天街 

【金山嶺長城】是中國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與北京市密雲縣交界地帶的燕山支脈——金

山嶺上橫亘的一段長城。建於明代，西起古北口，東至望京樓，全長 10.5 公里，有關

隘 5處，敵樓 67座，烽燧 3座。1988年被列入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金山嶺長城還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 5A級旅遊景區。 

【秀水市場】自由購物，這座外形前衛的服裝大廈地處北京目前人氣最旺的朝外大街，

緊臨東嶽廟。大廈總建築面積達 3萬平方米，共有 1000多個攤位。裡面有各式各樣的

衣服、皮件、飾品，應有盡有，任您選購。 

【紅劇場功夫秀】由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有限公司耗資近千萬推出的《功夫傳奇》講

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小和尚純一從懵懂無知的童年，通過練武、習禪，最終走入大智

大勇的境界。與其他劇目不同的是，該劇將展示精湛絕倫的中華武功、嘆為觀止的視聽

奇觀、驚心動魄的雜技、賞心悅目的舞蹈。 

【世貿天階】這座目前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夢幻天幕》，其科技含量已超越了拉斯

維加斯的巨型天幕，成為了世界綜合性能第一的天幕。其耗資 2.5億元，由六個標準的

電視屏組成，同時可以整播大型節目、網路互動、遊戲 PK，還可以轉播現場活動。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香溢滿園合菜 50RMB、晚/都一處乾隆燒賣 60RMB 

住宿：準★★★★★ 盈坤維景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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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北京 香山公園(紅楓)、頤和園 

【香山公園】位於北京西郊，地勢險峻，蒼翠連綿，占地 188公頃，是一座具有山林特

色的皇家園林。景區內主峰香爐峰俗稱“鬼見愁”，海拔 575米。香山公園始建于金大定

二十六年，距今已有近 900年的歷史。早在元、明、清時，皇家就在香山營建離宮別院，

每逢夏秋時節皇帝都要到此狩獵納涼。香山公園樹木繁多，森林覆蓋率高達 96%，僅

古樹名木就有 5800多株，占北京城區的四分之一，是北京負氧離子最高的地區之一，

具有獨特的“山川、名泉、古樹、紅葉”豐富的園林內涵，是避暑的勝地，天然的氧吧。

香山公園於 1993 年至今被評為首都文明單位，2001 年被國家旅遊局評為 AAAA 景

區，2002年被評為首批北京市精品公園。 

【頤和園】中國現存的古代最大的皇家園林，其位於山水清幽、景色秀麗的北京西北郊，

原名清漪園，始建於西元 1750年，時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盛世《康乾盛世》時期；1860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漪園被英法聯軍燒毀；1886 年，清政府挪用海軍軍費等款

項重修，並於兩年後改名頤和園，作為慈禧太后晚年的頤養之地。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中式合菜風味 60RMB、晚/蜀國演義風味+秀 60RMB 

住宿：準★★★★★ 盈坤維景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第七天 

北京 天壇、三輪車遊胡同(小費 10RMB/人/自理)、什剎海、煙袋斜街 

【天壇】明、清兩朝皇帝祭天祈求五穀豐收的場所，建於 1402年，占地 260多公傾，

比故宮大兩倍，每年的春分、夏至和冬至期間皇帝都要攜百官來此朝拜；天壇的建築遵

循著《天圓地方》的原則，最主要的建築有祈年殿、回音壁、圓丘壇等，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三輪車遊胡同】看北京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胡同裡俯拾皆是！ 

註：小費 10元人民幣，敬請自理。 

【什剎海步行街】有《北京蘭桂坊》之稱，原是一條從西北斜向東南的寬長水面，與通

惠河相通，形成三個相連水面，俗稱《後三海》，成為人們遊園消夏之所，附近又多名

園、王府、古廟。 

【煙袋斜街】位於北京市地安門外大街鼓樓前，老街保留完整的歷史風貌，因此在參評

「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 200 多條街道中脫穎而出，是繼 2009 年北京「國子監街」

後，北京授予第二條「中國歷史文化名街」的榮譽老街。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花家怡園風味 60RMB、晚/南北一家風味 60RMB 

住宿：準★★★★★ 盈坤維景大酒店 或同級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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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 

雍和宮、789藝術區、三里屯太古里 北京－桃園 BR715  1945/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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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飛簷斗拱的東西牌坊到

古色古香東、西順山樓共占地面積 66，400 平方米，有殿宇千餘間。創建於清康熙年

間，距今已有 300年歷史。雍正駕崩後，乾隆將雍和宮改建為藏傳喇嘛寺。 

【798藝術區】許多人將 798比為紐約過去的 SOHO、現在的布魯克林，藝術評論家

舒可文卻認為 798「牽動了更多的城市神經」。它是大型都市規畫底下一個小小的藝術

出軌，卻因機緣成為現代北京的縮影。798既「國際」又「本土」，充滿歷史故事又洋

溢現代活力，有藝術光環也具商業價值。比起故宮、長城，798更能代表新世紀的北京。 

【三里屯太古里】的設計由 The Oval Partnership等著名建築師共同設計，採用創新

的開放式建築設計，靈感源自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及胡同。這裡開設了超過 240間商鋪和

餐廳，包括品牌旗艦店及生活品牌，以及各式亞洲和環球美饌，為北京市民締造前所未

有的購物美食新體驗。 

餐食：早/酒店內享用、午/怡和春天風味 60RMB、晚/機上簡餐 

※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行程將依當地實際狀況由導遊做小幅度的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行程中列明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之用，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如遇有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旅遊方式之權利。 

 

http://www.yoo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