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走訪：世界文化遺產精選景點】 
【紫禁城】紫禁城於西元 1987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頤和園】頤和園於西元 1998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長 城】長城於西元 1987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玉淵潭賞櫻花】 
春天，拜訪色彩繽紛的北京 
北京的春天可是百花爭鳴的花季！原本已安靜了整個冬天的北京，此時城市裡枝頭上冒
出的綠芽，含苞待放的花朵，都顯示著色彩繽紛的春天即將到來，春遊北京將美麗的花
朵盡收眼底。北京最大的櫻花林—玉淵潭公園，園內有上千株櫻花紛紛盛開，春光爛漫。 
 

【長城下的星空小鎮#夜宿古北水鎮】 
位於北京密雲區古北口鎮，背靠中國最美司馬台長城，坐擁鴛鴦湖水庫，是京郊罕見山
水城市結合的自然古村落，是江南美麗烏鎮的升級版。夜景堪稱北京一絕，這裡有《北
京的烏鎮》之稱，優游古鎮、爬司馬台長城，這個基於北方水文化建造而成的絕美小鎮，
正在成為北京夜遊時尚中的新地標。 

 
 
 
 

春遊北京精選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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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烏鎮夜宿古北千年古鎮＃古長城司馬台＃故宮紫禁城＃圓明園五日 
 

北京簡稱京，是中國的首都，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的樞紐，也是一座著名

的歷史文化名城，與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並列為中國六大古都。青磚灰瓦的

明城牆、紅牆金頂的故宮、蜿蜒曲折的長城、現代時尚的中央電視臺、鳥巢、水立方，

走在北京的路上，仿佛在古老與現代之間穿越… … 
 

櫻花主要花期為四月至五月，如遇天候因素，造成花期延後或提早結束，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Grand Hotel)  
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坐落於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是一家嶄新的高標準高星級商務酒
店，同時也是奧運會期間註冊媒體記者下榻的酒店之一。酒店緊鄰國家體育場（鳥巢）、
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和國家體育館，均可步行到達。距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 8公里，
由酒店前往頤和園、圓明園、長城、十三陵等北京著名景點都十分便利。 

 
【特別安排跟著瓔珞逛京城：延禧攻略熱門景點】 
【紫禁城#後宮爭寵、勾心鬥角戲碼上演之處】 
故宮(紫禁城)整體建築莊嚴絢麗、金碧輝煌，與凡爾賽宮、白金漢宮、白宮及克裏姆林宮
被譽為「世界五大宮」，在明清兩代前後五百餘年中，共有 24位皇帝曾在紫禁城裡居住
及對全國實行統治，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是北京著名的標誌性景點。 

【頤和園#慈禧的夏宮】 
1998年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外園林藝術史上具極高地位。原名清漪園，是清代皇
家花園和行宮。園林總面積廣達 290公頃，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園林；頤和園素以規模宏
偉、嬌麗多姿而享有盛名，園內除有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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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浩瀚的昆明湖，巍峨的
萬壽山等景觀。 

【圓明園#北京最大的皇家林園】 
圓明園與頤和園緊相毗鄰。始建於康熙 46年，由圓明、長春、綺春三園組成。占地 350
公頃，建築面積近 16萬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 150餘年間創建經營的一座大型皇家宮苑。
圓明園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規模、傑出的營造技藝、精美的建築景群、豐富的文化收藏和
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內涵而享譽於世，被譽為“一切造園藝術的典範”和“萬園之園”。 

【晚間欣賞大型歌舞秀表演＃《金面王朝》＃升等 A 區座位】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盡情享受古京城歷史風情》 
【貼心安排】提供當地土特產自由選購買，與台灣親朋好友一邊品嚐小零食，一邊回憶
美好的北京行程。 
【推薦自費】無自費。 
【貼心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華豪客機前往 
【北京】北京位於華北平原北端，它是大陸的首都，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國際交往
的樞紐。也是一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老北京的歷史悠久，人文積澱深厚，形成了別
具特色的京城風格。 

餐食 / 早餐：X            中餐：X          晚餐：機上套餐+北京小點心+飲品 
住宿 / 新華聯麗景溫泉酒店 或同級 

 
 
 
【古北水鎮】古北水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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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一次單程電
瓶車。 

【司馬小燒+酒窖】司馬小燒酒是古北水鎮有名的酒坊，門口用燈籠做幌子。酒坊裡有酒
窯，還有釀酒的全部傳統的設備和工具。司馬小燒純糧釀造，以高粱、小米為主要原料
發酵而成。在酒坊裡還可以品嘗、購買小燒。司馬小燒是近幾年經過尋訪，重新把散落
在民間、從事釀酒技藝的師傅聘請過來，現在酒作坊的燒酒的老師傅就生活在司馬臺地
區，他們對燒酒製作工藝有著獨特的秘方，更是民間釀造技藝的延續。 

【永順染坊】創建於 1900年，創始人為張聚魁，他
年少在家鄉學得一手染匠絕活，能自製土靛染料後自
己開店，為當地百姓加工染色。 進門首先看到的是
永順染坊的曬布場，這裏是印染布料曬晾之處，也是
染坊最後一道工序。在裏屋可以瞭解到中國的印染業
的基本知識和工序。 

【八旗會館】曾是正黃旗駐軍的辦公場所，當年乾隆
皇帝特派正黃旗驍騎營一部入駐司馬台，今天成為主
要展現滿族風情的小博物館。 

第一天 桃園/北京                                       CI517 1520/1850 
 

 

第二天 北京→探尋水鎮秘境司馬小燒酒坊→永順染坊→英華書院→八旗會館→郵局 

       →搭纜車遊司馬台長城→登山頂教堂俯瞰水鎮夜景 
 
 

 



【司馬台長城】世界文化遺產、國家 4A級旅遊景區，位於密雲縣東北部的古北口鎮境內，
距北京市區約 120公里。是以明代長城為主體的歷史古蹟旅遊景區。司馬台長城開發時
間較晚，避免了過渡修繕的問題，相比下這裏更顯得原汁原味放眼望去幾乎都是斷牆殘
垣。東起望京樓，西至後川口，全長 5.7公里，敵樓 35座（包括已毀水中樓一座），是
萬裡長城中敵樓比較稠密的一段。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中餐：古北風味        晚餐：燒肉館或關古火鍋風味 
住宿 / 水鎮大酒店－第一家以長城為主題的酒店 或同級 
 
 
 
 

【玉淵潭公園～北京最大的櫻花林】是北京市三環以內最大的公園，國家 AAA級景區。
園內以栽種的櫻花最為著名，每年四月底五月初，公園均舉辦「櫻花節」並引來大量遊
客前來參觀。園內有上千株櫻花紛紛盛開，春光爛漫。 
 
 
【奧林匹克公園】是 2008年北京奧運中的奧運公園，當中的比賽場館包括了北京國家體
育場、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北京英東游泳館、北京奧體中心體育場、北京奧體中心體育
館、北京國家體育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擊劍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曲棍球場、奧林匹
克森林公園射箭場及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網球場。奧林匹克公園內的設計及施工充分表現
出綠色、人文與科技奧運的全新理念，在北京奧運結束後，奧林匹克公園將會成為北京
市提供文化、體育與休閒的場所。 

【鳥巢】以樹枝般的鋼網把一個可容 10萬人的體育場編織成的一個溫馨鳥巢！用來孕育
與呵護生命的「巢」，寄託著人類對未來的希望。主要由巨大的門式鋼架組成，共有 24
根桁架柱，建築頂面呈鞍形。 

【水立方】「水立方」的名字靈感來源於「一個方盒子」、許多「水泡泡」和許多「水分
子」。一個英文名「水的立方體」（Water Cube）既表達了方形的外觀又與水相關的意涵。 

【世貿天階】「世貿天階」由南北兩翼商業廊和兩座寫字樓組成，同時擁有階梯廣場等戶
外場所。商業廊為全石材建築，風格現代而又蘊含古雅醇厚的內涵，它的上空，亞洲首
座、全球第二大規模的電子夢幻天幕淩空而起。天幕長 250公尺、寬 30公尺，總耗資
2.5億元，由曾獲奧斯卡獎和 4次艾美獎的好萊塢舞臺大師 JeremyRailton擔綱設計，所
動用的最先進技術，遠超越了拉斯維加斯的天幕。在這裡可欣賞繽紛悅目的日夜景觀，
感受現代科技帶來的夢幻色彩和時尚品位的聲光藝術。 

-古北水鎮注意事項- 
1. 古北水鎮內大部份商店，均以儲值卡方式消費(非現金消費)；儲值卡不需押金， 

每卡每次充值最低 RMB100 元起， 
未使用完的金額、出古鎮門口右手處可 24 小時辦理退卡。 

2.礙於房型限制，水鎮內酒店恕無法加床唷!! 

 

第三天 密雲→玉淵潭公園→奧林匹克公園→奧運主場館→鳥巢(外觀)→水立方(外觀)→ 

       世貿天階→金面王朝秀 

 

 

櫻花主要花期為四月至五月，如遇天候因素，造成花期延後或提早結束，會前往原景點純欣賞，敬請見諒！！ 



【金面王朝秀】創意來自於成都三星堆遺址，精美絕倫又充滿著神秘氣息的銅器、面具。
經過三年的打造，它以遠古一無法考証的時代為背景，以“戰爭”、“桑田”、“鍛造”、
“慶典”、“月下”、“洪水”、“祭天”、“幻化”八大章節，講述了金面女王用智
慧、寬容、信任和愛造就了一個輝煌的王朝。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中餐：怡和春天               晚餐：106 本幫風味 
住宿 / 準五星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 或同級 
 
 

          
【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天安門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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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條石鋪成。 

【帶您深入現存最大的宮殿建築－故宮紫禁城】 
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北側，舊稱紫禁城。於明代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成，是明、
清兩代的皇宮，兩代 24位皇帝在此處理政務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漢族宮殿建築之精
華，無與倫比的古代建築傑作，世界現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質結構的古建築群，被譽為
世界五大宮之首，最新開放景點：慈寧宮、慈寧花園、壽康宮。 

【慈寧宮、慈寧花園】明朝慈寧宮為前代皇貴妃所居。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慈甯宮的興
盛時期，當時的孝莊文皇后、孝聖憲皇后都先後在這裏居住過。順治、康熙、乾隆三帝
以孝出名，慈甯宮經常舉行太后慶壽大典。 

【壽康宮】壽康宮是清朝太皇太后、皇太后居所，太妃、太嬪也隨居於此，皇帝每隔兩
三日便來此行問安禮。乾隆朝崇慶皇太后、嘉慶朝穎貴太妃、咸豐朝康慈皇太后都曾在
此居住養老。這座紫禁城裡最莊嚴的女人宮殿，終於在 2015年底開始對外開放。 

【三輪車胡同遊】“後海八爺”是指老北京人，甚至有人就出生、生長在什剎海。將近
花甲之年卻依然風風火火地穿梭於什剎海的胡同，來北京旅遊，如果沒有去過胡同，有
人會說那是沒有探尋北京的深度文化。胡同遊的交通工具是輕便的三輪車，車夫載著遊
客沿途參觀四合院，瞻仰郭沫若紀念館、宋慶齡故居，還有恭王府等等。 
 

【參訪四合院民居】特別安排四合院民居參觀，讓您深刻體驗老北京四合院文化。 

【還珠格格拍攝地－恭王府】位於什剎海北岸的恭王府是世界最大的四合院，也是今日
北京城保存最完整的。自恭王府花園拍攝了電視劇《宰相劉羅鍋》、《雍正王朝》和《還
珠格格》後名聲日盛，成了北京熱門去處。恭王府的花園據考證為恭親王所建，有著某
些《紅樓夢》中所描繪的景物，因此有人説它是大觀園的藍本。 

第四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紫禁城最新開放景點慈寧宮、慈寧花園、壽康宮→ 

       三輪車胡同遊、四合院民居參訪→還珠格格拍攝地恭王府→什刹海酒吧街 

 

 

 

 

貼心提醒：三輪車為兩人共乘一部～ 

 



【什刹海酒吧街】又有《北京蘭桂坊》之稱，是北京著名的酒吧聚集地，是什剎海的三
分之一處，另外還有前海和西海；後海酒吧街興起於西元 2003年左右，漸漸地聚席許多
酒吧等西方文化，在原本瀰漫古老中國風情的什剎海地區帶點頗具特色的西方文化，在
後海的岸邊擁有許多仿中國傳統建築的酒吧，紅燈籠和水面的輝映下顯得更加迷人。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中餐：道地滿族餃子風味     晚餐：九十九頂氈房蒙古風味  
住宿 / 準五星 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大酒店 或同級 
 
 
 

【慈禧的夏宮－頤和園】北京市古代皇家園林，前身為清漪園，與圓明園毗鄰。它是以
昆明湖、萬壽山為基址，以杭州西湖為藍本，汲取江南園林的設計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
型山水園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宮禦苑，被譽為“皇家園林博物館”。 

【圓明園】圓明園的面積約有 350公頃，比頤和園要大上許多，同樣以「水」為築景中
心。圓明園從康熙四十八年 ( 1709年 ) 開始興建，原本是康熙賜給時為皇子的雍正的花
園，雍正即位後也喜愛長住園內，所以園內又加建了處理政事與召見朝臣之所。因此圓
明園又有「萬園之園」、「東方凡爾賽宮」之美名。 

【三裡屯 Village】三裡屯 VILLAGE的設計靈感來自老北京的“胡同”與“四合院”，
並融入時尚元素。在傳統的基調上，賦予古老事物以時尚的新面貌。通過幾何型的造型
和大膽飽滿的用色，賦予每幢建築獨特的外觀和個性，打造出一種具有國際性的外觀設
計。 

【王府井大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長安東街北側和紫禁城東邊，是具有百年歷史的著
名商業區，由南向北全長大約 810公尺，聚集著 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是北京少數
的步行商業街，享有「金街」的美譽。 
爾後乘車前往首都機場。 

餐食 / 早餐：酒店內    中餐：道地北京人才知道的－天意坊烤鴨     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 / 溫暖的家 
 

-特別安排- 
晚餐著清服用膳體驗，每位賓客一瞬間化身為清宮劇中人『皇上、娘娘、嬪妃、格格、太子…..』 

第五天 北京→頤和園→圓明園→三裡屯 Villiage 時尚購物區→王府井大街/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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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廣播 vs 一般市場 行程比較表 

 

行程內容 台中廣播  優質行程 市場一般行程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已包含，價值台幣 1000 元 小費另外支付 

稅險 已包含 另收 3000元 

夜宿古北水鎮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一般酒店 

司馬台長城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玉淵潭公園 

北京最大的櫻花林 
已包含 沒有包含 

奧林匹克公園+電瓶車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無 

金面王朝秀 

升等 A區座位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無 

世界最大的城市中心廣場

天安門廣場 
已包含 無 

故宮紫禁城 已包含 無 

慈寧宮、慈寧花園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無 

壽康宮 台中廣播，獨家包含 沒有包含 

三輪車胡同遊 已包含 沒有包含 

參訪四合院民居 已包含 沒有包含 

還珠格格拍攝地－恭王府 已包含 沒有包含 

慈禧的夏宮－頤和園 已包含 沒有包含 

圓明園 已包含 沒有包含 

三裡屯 Village 已包含 沒有包含 

王府井大街 已包含 沒有包含 

幽默風趣 DJ 導遊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