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表日期：2018/04/03

京酒水有一套～北京皇城紫禁‧酒莊品酒‧古北水鎮‧長城夜幕 5 日【升等品牌酒店‧紅劇場功夫
秀‧無購物無自費】

成團人數» 10 人成團
旅遊天數» 5 天 4 夜
團費說明» 訂金$5,000
含 5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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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型代碼： BJSSK680427A

航班資料

另收費用» 簽證：台胞新證(台胞證) (自理)
機場稅、燃油費： (已內含)

提醒您：此為航班概況，實際航班時間可能因班機調度而略有不同。
交通
時間

交通工具

編號

出發時間

出發地

抵達時間

目的地

去

KA 國泰港龍航
空

KA433

2018/04/27
11:20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2018/04/27
12:55

香港(HKG)香港國際機
場

01:35

去

KA 國泰港龍航
空

KA992

2018/04/27
14:00

香港(HKG)香港國際機
場

2018/04/27
17:20

北京(PEK)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

03:20

回

CX 國泰航空

CX391

2018/05/01
13:40

北京(PEK)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

2018/05/01
17:35

香港(HKG)香港國際機
場

03:55

回

KA 國泰港龍航
空

KA456

2018/05/01
18:55

香港(HKG)香港國際機
場

2018/05/01
20:25

高雄市(KHH)高雄國際
機場

01:30

商品說明
【行程特色】
★古北水鎮：很難想像北京居然有這麼一個清新脫俗的地方。古北水鎮依託司馬台遺留的歷史文化，厚重與風景的婉約揉
在一起。而今，古北水鎮依託司馬臺遺留的曆史文化，在古鎮內您不時可以看到老北京雜耍、京東大鼓、河北梆子、紮風
箏、糊燈籠等，演繹繽紛，將老北京乃至北方的非物質文化展現的淋漓盡致。如果説長城驚艷了小鎮的時光，那麼水流便
柔和了小鎮的歲月。
★中國長城之最~司馬台長城：司馬臺長城是我國唯一一段保留明長城原貌的古長城，可以稱之為中國長城之最。長城沿著
刀削斧劈似的山脊修建，險峻無比。是中國唯一一處保留明代原貌的長城，保存有完整的 20 座敵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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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原始長城。英國泰晤士報 2012 年曾將司馬台長
城譯為『全球不容錯過的 25 處風景之首』。
★張裕愛斐堡酒莊：位於北京市密雲縣巨各莊鎮，是由煙臺張裕集團融合法國、美國、義大利、葡萄牙等多國資本，於
2007 年 6 月全力打造完成。愛斐堡聘請前國際葡萄與葡萄酒局（OIV）主席羅伯特•丁羅特先生為酒莊名譽莊主，參照 OIV
對全球頂級酒莊設定的標準體系，在全球首創了愛斐堡 “四位元一體”的經營模式。
※訪京必看《紅劇場功夫秀》
耗資千萬元打造的大型功夫表演，在紅劇場盛大演出。演出主題描述在一座位於深山的寺院，一個小和尚經過練武習禪而
長大成人，最終進入大智大勇人生境界的過程；整個表演分為啟蒙、學藝、鑄煉、思凡、面壁、出山、圓寂等七場演出，
藉由身懷絕技的武僧們透過武術表現出如舞臺劇般華麗動人的劇目，十足的震撼人心。

北京盈坤維景酒店 或同級
2017 年全新開業的北京盈坤維景酒店地處豐臺科技園核心區域，距離北京西站、南站只有 15 分鐘車程，同區域內還有世
界花卉大觀園及世界公園等旅遊景點，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建築面積 40000 平方米，地上 16 層，地下 3 層，整體
設計風格中西合璧，時尚前衛。擁有客房 202 間，全新豪華裝修，設施設備先進，讓您在商旅途中倍感家的溫暖。
■貼心好禮：每天每人礦泉水一瓶。
■全程不進購物店、無自費活動項目 品質有保證。
★貼心說明：導遊推薦當地土特產適吃適用給貴賓當伴手禮，自費選項不強迫購買。

北京-紅劇場功夫傳奇
登長城、吃烤鴨、看功夫”是外國人到北京必做的三件事，座落在北京崇文區的紅劇場在來京的外國遊客中
頗為有名，座無虛席。
千百年來，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造化神奇的嵩山、華山、武當山，演繹了無數個中國功夫的傳奇。今晚
您將要看到的就是這無數傳奇中的一個。 故事發生在山上一座古老的寺院內。一個小和尚從懵懂無知的童
年，通過練武、習禪，最終走入大智大勇、大徹大悟的人生境界。
【費用不含 1】
不含導遊、領隊小費

行程計畫

提醒您，實際行程內容及順序可能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飯店地點等因素而略有不同，請以行前
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 / 香港 / 北京－住宿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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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早餐：X 午餐：機上簡餐晚餐：中式合菜 50RMB
【住】益田影人花園酒店或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 或同級

第 2 天 懷柔－張裕愛斐堡酒莊、品酒(贈送每人一瓶小白蘭地酒)－(車程約 1.5 小時)密雲【古北水鎮
(含環保車)、永順染坊、震遠鏢局、八旗會館、水舞表演、山頂教堂、夜登司馬台長城(含上下纜車)】
【張裕愛斐堡酒莊(品酒)】位於北京市密雲縣巨各莊鎮，是由煙臺張裕集團融合法國、美國、義大利、葡萄牙等多國資本，
於 2007 年 6 月全力打造完成。愛斐堡聘請前國際葡萄與葡萄酒局（OIV）主席羅伯特•丁羅特先生為酒莊名譽莊主，參照
OIV 對全球頂級酒莊設定的標準體系，在全球首創了愛斐堡 “四位元一體”的經營模式：即在原有葡萄種植及葡萄酒釀造基
礎上，愛斐堡還配備了葡萄酒主題旅遊、專業品鑒培訓、休閒度假三大創新功能，開啟了世界酒莊新時代。愛斐堡呈歐式
風格，法桐大道、鮮食葡萄採摘園、哥特式城堡、地下大酒窖、歐洲小鎮、張裕百年歷史博物館以及山水景觀休閒區，使
您可以盡情體驗葡萄酒文化所帶來的樂趣，與大自然親密接觸、徹底地放鬆身心。
【古北水鎮(含環保車)】位於北京市密雲區古北口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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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麗烏鎮的升級版。鱗次櫛比的房屋，青石板的老街，悠長的胡同，無不展現了北方的古鎮
風貌。古北水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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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典型的北方
旅遊度假小鎮。這裡不僅可遊覽目前保持最完好的司馬台長城，我們特別安排晚上夜宿於此，讓您在長城腳下參與體驗感
受當地獨特的民情民俗：住進古北特色民宿；品嚐燒肉館等地道的北國美食和小吃；參觀體驗永順染坊、震遠鏢局、八旗
會館等景點，晚上並可自由漫步水鎮中享受北方水鄉風情。
※敬請留意：若入住古北之光酒店，大巴士需要停在水鎮停車場轉搭電瓶車入內，托運行李無法上電瓶車，僅能攜帶輕便
隨身行李，因此需準備背包，放置輕便換洗衣物及隨身物品。

【(夜登)司馬台長城】司馬台長城位於北京市密雲區北部的古北口鎮司馬台村北，緊鄰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的城牆依險峻
山勢而築，並以奇、特、險著稱於世。司馬台水庫將該長城分為東西兩段。東段有美人樓 16 座，西段有英雄骨灰樓 18
座。中國著名古建築學家羅哲文曾評價“中國長城是世界之最,司馬台長城堪稱中國長城之最。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馬缸酒樓 50RMB 晚餐：燒肉館 80RMB
【住】古北水鎮 中國品牌 水鎮大酒店 或 古北之光酒店 或同級

第 3 天 密雲－(車程約 2.5 小時)北京【頤和園、夜遊鳥巢(外觀)水立方(外觀)】
【頤和園】是當時「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長期居住私離宮，兼有宮和苑的雙重性質。始建於西元 1750 年，1860 年在戰
火中嚴重損毀，1886 年在原址上重新進行了修繕。這座古典園林素以規模宏偉、嬌麗多姿而享有盛名。園內有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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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林區主要由萬壽山
和昆明湖組成。1998 年 11 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夜遊鳥巢(外觀)】也叫國家體育場為第 29 屆奧運會的主會場，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建築面積 25.8 萬平米。座席數
為 91000,賽時功能為田徑、足球,賽後功能為用於國際國內體育比賽和文化、娛樂活動。
【夜遊水立方(外觀)】為國家游泳中心，創意來自細胞組織單元的基本排列形式以及水泡、肥皂泡的天然構造。這種在自然
界常見的形態從來沒有在建築結構中出現過，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敢於實現這一結構體系的建築。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朗瑪斯帝 50RMB 晚餐：方庄全聚德烤鴨 60RMB
【住】中國品牌 北京盈坤維景酒店 或 龍城溫德姆酒店 或同級

第 4 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國家大劇院(外觀)、三輪車遊胡同、煙袋斜街、大清郵局(每人贈送
一張明信片)、紅劇場功夫秀】
【天安門廣場】是北京的心臟地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地面全部由經過特殊工藝技術處理的淺色花崗岩條石
鋪成。天安門廣場是無數重大政治、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是中國從衰落到崛起的歷史見證。天安門廣場於一九八六年被評
為“北京十六景”之一，景觀名“天安麗日”。
【故宮】是中國明清兩代的皇宮，又稱紫禁城，先後有明、清兩代的 24 位皇帝在此登基執 政，同時故宮也是世界上現存
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構建築群。故宮佔地約 72 萬平方米，有殿堂樓閣 9999 間又半間，建築面積約 15 萬平方米。
四周是高大宏偉的紫紅色宮牆，宮牆長達 3400 米。1987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將北京故宮列為文化類世界
遺產。
【國家大劇院(外觀)】現在全世界有哪一個城市像北京一樣，聚集了世界上排名前十大的建築師，設計出這顆大鴨蛋的建築
大師安德魯（Paul Andreu and ADP），同時也是屋頂坍塌的巴黎戴高樂機場的設計師，所以可以想見這棟建築物的所引發
的爭議不會亞於其他的建物。
【三輪車遊胡同】搭三輪車暢遊胡同後更讓您引發懷古之情。(二人共乘一部，車伕小費請自付 RMB10/人)
【煙袋斜街】本身宛如一隻煙袋，細長的街道好似煙袋桿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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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煙袋”命名斜街，可謂名副其實。煙袋斜街兩側建築樸素典雅，明清傳統風格奪人眼目，前店後居的
形式呈現出深厚的市井風情和濃郁的老北京特色。
【大清郵局(每人贈送一張明信片)】位於北京市西城區菸袋斜街 53 號，是一家展示北京郵政發展史的展覽館，同時也是中
國郵政什剎海郵政所。
【紅劇場功夫秀】由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有限公司耗資千萬推出，它是拉斯維加斯的精美製作和豪華包裝，匯集全國武
林高手、特技英豪、舞蹈精英，集中國功夫之精華，融合現代舞、影視特效等包裝的舞臺劇。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海福灣 60RMB 晚餐：東來順涮羊肉 60RMB
【住】中國品牌 北京盈坤維景酒店 或 龍城溫德姆酒店 或同級

第 5 天 北京【天壇】／香港／高雄
【天壇】位於北京市東城區，是明清兩朝帝王祭天、祈穀和祈雨的場所。是現存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倫理等級最高的祭祀
建築群。1961 年天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1998 年，「北京皇家祭壇—天
壇」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齋宮在西天門內，是皇帝在祭祀前的沐浴齋戒之所。宮殿面向東，占地約 4 萬平方米，外圍有
城壕環繞，內部房屋總共 60 多間。大殿面闊五間，殿內沒有梁枋木柱，因此也被稱作無梁殿。正殿的月台上有兩座石亭，
左為齋戒銅人亭、右為時辰牌位亭。殿後有寢殿五間，東北隅有鐘鼓樓一座，內懸明永樂年間鑄造的「太和鍾」一口。
【食】早餐：酒店內用午餐：機上簡餐晚餐：X
【住】溫暖的家

行程規定









正確行程內容、順序、班機時間、降落城市以及住宿飯店，請以行前之書面行程表或說明會資料為準。
行程及餐食將會視情況（如季節、預約狀況、觀光地區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本公司保有變更行程的權利。
如有行程不參加者，視為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為顧及旅客人身安全與相關問題，在旅遊行程期間恕無法接受脫隊要求。
如有特殊餐食者，請於出發前至少三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辦人員，以便提早為您安排。
國外旅遊因搭乘飛機之飛行航程、行程內容之安排及當地醫療狀況等因素，不同於國內旅遊，敬請旅客斟酌自己及同行親
友之身心、健康狀況後，再行報名及付訂。
同團報名旅客可能因私人因素於行程出發之 7 日前取消參團，故本公司網上所載組團狀態、可售團位等即時資訊，並非代
表最終參團人數之依據，敬請諒解。
旅遊期間，敬請旅客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妥善保管財物，以免發生意外或個人財物損失等事宜。。
貼心說明：
給小費也是國際禮儀之一喔！如有足浴按摩小費人民幣 20 元；行李小費人民幣 5-10；床頭小費人民幣 5-10。
本行程注意事項：
1. 以上行程順序可能因天侯、交通航班影響，而有飯店、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
2. 旅程中導遊領隊和司機之服務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小孩亦同。
3.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4.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中華民國國民）參團有效；非本國籍之旅客，價錢另議。
5.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
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6.此行程為團體旅遊行程，需與團體同進同出，若有中途脫隊者，行程中所載明之餐食、旅遊、住宿、機位等團體行程，除
視同個人放棄外，尚需補足團費差價(請洽承辦人員)，小費亦需付足旅遊天數。
7. 本行程酒店住宿皆為 2 人 1 室(二張單人床房型)，大陸沒有自然單間，整團包團的團體，即使是領隊單人房，也需補單人
房差。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大陸地區有部份酒店房間內無法採用加床方
式住宿，另若遇貴賓需指定大床房型；而因大陸地區酒店的相關問題，亦可能需加價與無法保証用房，遇到上述情況，尚
請諒解。
8.大陸地區行程景點內若有旁人要求燒香、拜拜、或捐款等事，請勿隨便答應，應堅定立場婉轉拒絕，以免後續產生詐騙金
錢糾紛。
9.若有特殊餐食者，最少請於出發前二天（不含假日）告知承辨人員，為您處理。
◎中國地區素食飲食水準與台灣落差甚大，各團體餐廳皆以簡便的炒青菜 2-3 道為主，建議素食旅客前往中國旅遊，可準
備常用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註:需求全程素食餐之貴賓，除機上由航空公司安排外，行程中餐食將以每一～二人為二菜一湯，三人為三菜一湯，四人則
為四菜一湯，以此類推，至一桌八菜一湯為上限。如遇自助式之餐食，將以餐廳所提供之菜色內容為準，不另外安排素
食，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