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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Chengde Tianjin 7/8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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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北京，接機入住酒店休息，全天接機。
Transfer to hotel or check in by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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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廣場Tiananmen Square】北京標誌性建築。
是明、清兩代舉行重大典儀的地方。
【故宫Forbidden City】舊稱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的
皇宮。被譽為世界五大宮之首。
【國家大劇院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utside】位於北京市中心天安門廣場西，人民大會堂
西側，西長安街以南，總投資額31億人民幣
【王府井大街Wangfujing Street】位於市中心的東長安
街北側。是北京最有名的商業區。距今已有700多年
。如今這條這條充滿現代氣息、高品質、高標準的國
際化中心商業街，與法國的香榭麗舍大街結為有好姊
妹街，是號稱“日進斗金”的寸金之地。
【金沙雜技秀Legend of Jinsha Show】讓您感受到三千
年前的中國歷史，讓您現場觀看遠古的中國人表演雜
技，讓您走進一個失落已久的“太陽神鳥王國”。體驗
中國的精彩雜技，認識中國的古老文化。
【茶藝表演Tea Show】
ᓡȈB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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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絲綢展覽中心Silk Exhibition Show Center】
【居庸關長城Juyongguan Great Wall】形勢險要，自古

團號 Tour Code：BCT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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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9

Non-adult under 12yrs w/o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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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貨幣單位：美金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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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adult under 12yrs with bed Single Supp

$89
$99

$149
$199

ⲵȭ ⾴Ǘฃᑚ Pre/post Hotel㙊$100

$200
$220

Compulsory Program

3月31日前：$120
4月1日后：$180

Tips

$70
$80

ィࠜ⮽፯ Ǘ⨡ Extra transfer㙊$30ᑚ᷋ᑚ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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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抵達北京日期 Arrive Beijing Date：
1月5/12/18/19/26日；2月2/15/16/23日；3月/6-8月/11-12月每週一/二/三/四抵達；4-5月
/9-10月每週一/二/三/四/五抵達（注：4/28-5/3, 9/26-10/7不開團）
為兵家必爭之地，始建於明洪武元年。
【寶樹堂Baoshu Tang】&足底按摩
【鳥巢水立方Bird Nest & Water Cube Outside】國家體育
場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主場館，由於獨特造型又稱“
鳥巢”。國家游泳中心（俗稱“水立方”）2008年北京奧
運會標誌性建築之一。
【長安街Changan Street】是北京的一條東西軸線，曾
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也是中國最重要的
街道之一，在中國有人認為是“神州第一街”。
【世貿天階The Palace Mall】由南北兩翼商業廊和兩座
寫字樓組成，上空亞洲首座電子夢幻天幕凌空而起。
曾獲奧斯卡獎的好萊塢舞台大師Jeremy Railton設計。規
模上列美國拉斯維加斯之後的世界第二。 ᓡȈB / 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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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壇Temple of Heaven】是明清兩代帝王用以“祭天”“
祈谷”的建築，建成於明永樂十八年。
【皇家珠寶城Royal Jewelry City】&【同仁堂Traditional
Medicine Center】
【頤和園Summer Palace】是中國保存最完整，最大的
皇家園林，中國四大名園之一，是舉世罕見的園林藝
術著作，被譽為皇家園林博物館。
【什剎海Shicha Lake】是北京內城唯一具有開闊水面的
開放性景區，是北京城內面積最大、風貌保存最完整
的歷史街區。景區風光秀麗，被譽為“北方的水鄉”。
【三輪車胡同Visit Hutong by pedicab】古老的胡同，讓
人領略著古都深邃的歷史積澱。遊客坐著黑漆車身、
紅色頂棚的三輪車，在車夫帶領下遊胡同，這就是在
北京口碑甚佳的“胡同遊
ᓡȈB / 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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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風情一條街European Style Street】是以體現濃鬱
的義大利風情為宗旨，將風情區建設成為集旅遊、商
貿、休閒、娛樂和文博為一體的綜合性多功能區。天
津意式風情街是義大利本土以外最大的意式風格建築
群，內有梁啟超、曹禺等中國名人的故居。
【食品街Tianjin Food Street】天津食品街集餐飲、購物
、旅遊、娛樂為一體，是國內規模最大的餐飲集中地
，1989年被天津市政府命名為津門十景之一。
【文化街Ancient Culture Street】是一條由仿中國清代民
間小式店鋪組成的商業步行街，是天津最早的文化、
宗教和商貿聚集之地，是古文化街歷史文化街區。作

為津門十景之一，古文化街一直堅持“中國味，天津味
，文化味，古味”經營特色。
ᓡȈB / L / D

Day

6

ܛኈ.ѕٵ
Chengde-Beijing

՞ஜȈᅴ৬ନ۹ߝܖԊ۹ܖӣ
【魁星樓Kuixing Lou Building】魁星樓具有濃厚的漢族
民族風格和地方文化特色，是燦爛的漢文化的一部分。
【棒槌山Qing Hammer Peak Outside】罄錘峰俗名棒槌
山，下懸絕壁，上接藍天，形勢險極的國家級森林公園
的高崗上，有一塊奇石，形似棒槌，故俗名“棒槌山”。
【小布達拉宮（車遊）Putuo Zongcheng Temple Outside
】又名普陀宗乘之廟，為承德外八廟中規模最宏大者。
是漢藏建築世術交融的典範。
ᓡȈB / 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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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團體送往機場，結束愉快旅程。
7 Days tour-transfer to airport or check out by self
八天團的客人安排如下：
【前門仿古商業街Qianmen Street】是北京市的傳統商
業街，毗鄰天安門廣場。
【大柵欄步行街Dazhalan Walking Street】北京最古老、
最著名且又别具一格的古老街區和繁華的商業鬧市區。
【正陽門城樓Zhengyangmen Gate】前門箭樓建於明正
統四年（1439年），距今已有450多年的歷史。
【國貿中心三期China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 3 outside】
是北京的最高建築。是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集豪
華五星級酒店、現代辦公樓和精品商場於一體。
【中央電視臺新址CCTV Bulding Outside】由德國人奧雷
•舍人和荷蘭人庫哈斯帶領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
設計，獲全球最佳高層建築獎。
ᓡȈB / L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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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 Beijing

送機前往機場，前往下一目的地。全天送機。 ᓡȈB
Transfer to airport or check out by self.
另設推薦項目：承德避暑山庄（含电瓶车）、少林功
夫表演、動物園熊貓館等（自願參加，費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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