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間限定
頤和園(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賞玉蘭花)
天壇(3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賞丁香花)

北
京

5天

季節限定首都春日賞花．4 大世界文化遺產．
保證入住國際品牌酒店及自選晚餐
CPK5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生效

※出發日期以報名時為準

香河三田假日酒店

廊坊潮白河喜來登酒店

酒店臨近香河一城會展中心，地理位置優越，交
通便利。擁有 260 間設施齊全的現代客房。大堂
設酒吧，方便與親朋好友歡聚小酌，放鬆身心。
亦有 2 間餐廳提供美食，或點杯飲品悠閒享受。

臨近北京市通州區，共有 302 客間，配有無線
Wi-fi 上網，面積由 40 平方米的高級客房，以
至 220 平方米的總統套不等。酒店提供室內游泳
池、SPA、健身中心、水療中心等休閒設施。

人氣行程

CPK5: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生效

世界最大宮殿群「故宮」
故宮建於明朝，又稱為紫禁城，歷代有 24 位皇帝曾居住在故宮之中。
故宮的宮殿建築是中國現存最大、亦是最完整的建築群，藏有過百萬
件文物。富有中國色彩的建築風格亦很值得欣賞。

天下第一雄關「長城」
見證了中國五千多年歷史的萬里長城，在古代擔任重要的軍事角色。
長城全長約 6000 多公里，當中居庸關在長城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被
稱為天下第一雄關。
長城

天壇

頤和園

故宮

天安門廣場

王府井大街

老佛爺的後花園「頤和園」
」
頤和園於 1750 年建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之一，由萬壽山及
昆明湖組成。頤和園把宮殿和園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難怪頤和園成
為慈禧太后最喜歡的花園。園林獨有的建築特色及收藏的珍品，正是
頤和園吸引人之處。

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天壇」
天壇建於明朝，是明清兩代的帝皇用來祭祀上天及祈求豐收的場所。
整個天壇建築群由祈年殿、皇穹宇及圜宇壇三個部份組成。天壇的建
築風格很有特色，圍牆南邊是方形，北邊是圓形，體現出天圓地方的
陰陽學說。

北京的心臟「天安門廣場」
原名為承天門，重建後改稱天安門，包含了皇帝是替天行使權力、理
應萬世至尊的意旨，已有 500 多年的歷史。面積達 44 萬平方米，可容
納約 100 萬人，是世界最大的人民廣場，每天日出時分的升旗儀式成
為北京的一大景觀。

北京著名商業街「王府井大街」
全長約 1600 米，南起東長安街，北至中國美術館，是北京最有名的商
業街。王府井林立日用百貨、服裝鞋帽、珠寶鑽石等商舖，也有許多
知名餐廳，包括東來順涮羊肉、四季民福等，被稱為「日進鬥金」的
寸金之地。

地道美食

欣賞國粹變臉表演
「蜀國演義」
餐廳名的「蜀國」是指中國四川，而整
個餐廳名背後的意思是在傳統的川菜
上作提升。餐廳還特意安排了國粹變
臉表演，讓您一邊吃川菜，一邊欣賞精
彩的變臉表演。

北京著名菜式
「北京烤鴨」

酒店內自選晚餐

來到北京，又怎能錯過享負盛名的烤鴨 餐廳提供涼菜、熱菜、主食、湯 4 個種
呢？烤鴨的最高境界，就是鴨皮要烤得 類，共數十款菜餚每位客人自由選擇
脆，充份吸收鴨肉的油脂及香味，而鴨 喜愛菜式，即叫即煮，盡享美味！
肉要鮮嫩，再配以大蔥絲、黃瓜絲及甜
面醬。

四世同堂北京菜
餐廳裝潢古色古香，以民國時期老北
京的建築風格為主，灰瓦青磚、雕花
的牆飾。一踏進餐廳，便有種穿越時
空的感覺。

CPK5: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生效

牌照號碼:350217 CPK5(MAR)-ITX2022 製表日期: 03 DEC 2021

行程
DAY1

早餐 

午餐 

晚餐 

~ 王府井小吃街(品嚐北京地道美食，如驢打滾、串燒、蜂蜜酸奶等特色美食) ~

✓

～

乘車夜遊長安大街(長安街建於明朝，當中長安有長治久安的意思，安排沿途遊覽

備註

香港

酒店 備註

北京 ~ 王府井大街(有百年歷史的商業區，是北京少數的步行商業街)

絢麗璀璨的夜景)
DAY2

頤和園(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賞玉蘭花)(頤和園是老佛爺最喜愛的後花
園，融合了山水美景，是具備江南風格的大型皇家園林)備註⑪ ~ 天安門廣場(建
於 1417 年，是明清兩代北京皇城的正門) ~ 人民英雄紀念碑(位於天安門廣場的
正中間，碑上刻了毛主席親筆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 個大字) ~ 故宮(暢

酒店內
自選晚餐
備註

北京烤鴨

遊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御花園、慈寧宮、慈寧宮後花園、慈寧宮雕塑館、壽

【4晚國際品牌】
香河三田假日酒店

康宮、延禧宮，欣賞皇家瑰麗建築) ~ 茶葉館(可品嚐新鮮沖泡的當季茶葉、介紹

DAY3

泡茶的文化、可自由選購心水茶葉)

www.ihg.com 或

萬里長城【居庸關】(居庸關在長城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被稱為天下第一雄關)

廊坊潮白河
喜來登酒店

~ 寶樹堂(店內專門售賣燙傷、蚊蟲咬傷的藥膏，最為有名的是寶膚靈及跌打膏布
貼) ~ 大清郵局(一個小型的北京郵政發展史展覽館，可在此處寄出自己的明信
片) ~

農家宴

《蜀國演義》
四川菜+
變臉表演
備註

《四世
同堂》
北京菜

游氏菜

東方廣場(亞洲最大的商業建築群之一，結合了傳統四合院及現代的建築

風格) ~ 蜀國演義【變臉表演】(欣賞國粹變臉絕技，演員可於剎那間變化出代

www.langfang-shotel.com

酒店內

表喜、怒、哀、樂等各式面相，難以找出破綻)備註
DAY4

北京同仁堂(百年老字號，現場提供老中醫把脈服務及介紹不同中藥用途) ~
天壇(3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賞丁香花)(古代皇帝祭天祈福的場所)備註⑪
~ 天然乳膠工房(天然乳膠相對較柔軟透氣，用於枕頭或其他用品有助提升睡眠質
素，現場展示多款乳膠產品可自由選購) ~ 老北京會堂(安坐會堂內觀賞銀槍刺
喉、掌釘過木、口內縫針、大刀剁腹、魔術表演)

DAY5

玲瓏塔(外觀) ~ 鳥巢及水立方(外觀) ~ 國家會議中心(外觀) ~
足底按摩【包享受足底按摩 1 小時(因涉及按摩穴位經絡，16 歲以下之小童會改

✓

為享用足浴，敬請留意)】 ~ 玉器店(北京十三陵山脈盛產玉石，由資深工匠雕刻
不同款式玉器，深受國內外人士歡迎) ~ 北京

香港

自費活動項目表，詳情請瀏覽：https://bit.ly/2YXh4JI

◼ 備註
1) 有關旅行團服務費，請參閱雜項收費一覽表。
2) 行程安排及航班資料以旅團集合資料確認為準。航空公司由 3 月下旬起採用夏令時間，
航班時間以航空公司最終確認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如回程時將於第 6 天凌晨抵港，請客人購買 6 天旅遊保險。
行程、膳食內容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旅團集合資料/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3) 若去程乘坐 11:00 後的航班，第一天午餐改為航機上，午餐將改為當日晚餐享用，敬
請留意。
4) 餐廳及膳食菜式偶會因應食材之供應或當地節慶而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如遇個別餐廳休息，將另行安排同類型餐廳，敬請留意。
5) 酒店在未獲國家有關單位，按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社以「準 X 星級」標示酒
店級數，以便參考。香河三田假日酒店位於北京市六環以外，距離機場約 50 分鐘車程。
6) 如未能入住行程表上之酒店，將會安排同級或提升更好之酒店。酒店內自選晚餐，以
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7) 酒店 WIFI 上網服務及收費由酒店提供及公佈為準，請退房時支付有關上網費用。
8) 自費活動內容詳情，請參考自費活動一覽表。客人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各項自費活動。
9) 【蜀國演義<變臉表演>】之安排按餐廳安排為準，如遇時間調動或休息而未能觀看，
將不會作任何補償，敬請見諒。
10) 如團隊人數為 16 人或以上，將安排 51 座旅遊車；15 人或以下將安排 22 座，敬請留
意。
11) 賞花情況因天氣及環境而有所不同，如未能滿足客人期望，敬請見諒。
12) 行程上的一切圖片只供參考，一切以當地實物/實況為準，敬請見諒。

【北京來回】
去程起飛約 07:30 至 15:00

※如將於第 6 天凌晨抵港，請購買 6 天旅遊保險。

行程更精彩！
豐富旅程體驗，精選 3 大自費活動推介：
1)功夫熊貓表演/雜技表演：中國功夫源遠流長，欣賞武術表演
2)夜遊鳥巢+水立方︰觀賞中國奧運的宏偉場館
3)暢遊十三陵(定陵)：十三陵中唯一被發掘的地下皇陵
合共(人民幣)：成人 340/位；小童(1.1 米以下) 170/位

縱橫旅安心就是不一樣的旅遊保障，讓您玩得更稱心!
為了令您享有更完善的旅遊保障，報名時須購買「縱橫旅安心保險」[基本計劃] (出示有效全年旅遊保險證明除外)
為您獻上不一樣的旅遊保障，包括：(細則受條款約束)
．特設「家庭計劃」
，受保子女數目不限
．受保人因患病而須取消行程，都可以得到保障(上限 30000 元)

回程起飛約 16:30 至 21:20

．延長保障最長至離港前 3 小時及回港後 3 小時止
．保障旅程中之消閒活動，包括熱氣球、跳傘、滑雪、水肺潛水等
．保障因恐怖襲擊而引致之「個人意外」及「醫療費用」等索償

(指定團隊除外，請瀏覽 https://www.wwpkg.com.hk/info/travel-insurance) 「縱橫旅安心」由安達保險有限公司

承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