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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Floor, Shoplot S12, Taman Foh Sang, LorongMawas 1, 
JalanKolam, Luyang, 8830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Tel: +6088-219881, 216881, 221299  Fax: +6088-225281 
Website: www.firstchoicetravels.com 

email:  firstchoice.bki@gmail.com 
 

我们的承诺: 团费保证√住宿保证√航班保证√明确实价√美食经验√ 

 

7 天皇京城都北承天 
北京、承德、天津世界遗产京华游 

TOUR CODE:CBT07C 

 

优选航班 (港龙 KA)   

亚庇 香港 北京 北京  香港  亚庇 

KA060 KA974 CX347 KA069 

1205/1500 1645/2010 1000/1345 1555/1900 

 

 
◆全程使用 4+5 星酒店，+1 晚温泉度假酒店 （免费泡温泉）。 
 
◆《全程无自费必加项目，免费赠送不可不看的特色表演》 
－豪华夜秀《金面皇朝》+川劇變臉秀+雜技表演。 
 
◆特別規劃一次暢遊北京、 承德 、天津三大城市。 

 【北京】- 天安门广场、故宫紫禁城、首都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外观）、天坛公园、万里长城（居庸关）、定陵、 

  明皇蜡像馆、王府井大街、东华门夜市、颐和园、熊猫馆、雅秀市场、南锣鼓巷、秀水市场、三轮车游胡同、 

  四合院、鸟巢及水立方 

 【承德】- 小布达拉宫、避暑山庄（特别赠送电瓶车免除您徒步行走的幸苦） 

【天津】-古文化街、南食品街 
  

◆精典行程安排 6 個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1.【故宮紫禁城】於西元 1987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2.【天 壇】於西元 1998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3.【頤 和 園】於西元 1998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4.【居庸關】於西元 1987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5.【明十三陵】於西元 2003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6.【避暑山莊】於西元 1994 年被聯合國文教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當地特色餐食】●  
◆餃子宴風味 ◆GOLDEN BBQ ◆蜀国演义川菜+川剧变臉秀 ◆粵菜風味◆全聚德烤鴨◆狗不理包子風味  

 

●【購物安排】● 

絲綢、珍珠、茶葉、博納玉器。(僅四站購物、請參觀比較、絕不強迫購買、無自費不上攝影、旅遊品質有保障) 

 

 

 

 
 

http://www.firstchoicetravels.com/
mailto:firstchoice.bk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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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亞庇 香港 北京 
 

今日集合於亚庇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出境手續後，搭乘豪華班機途经香港飛往中国首都– [北京], 舊稱「燕京」、「北平」，中央直轄市，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政治、文化和國際交往中心，中國最大的陸空交通樞紐，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之一和極具國際影響力的城市，

在「世界之都」排行榜上位列第十五名。晚餐后送往酒店。 
 

餐 食： 午餐 - 機上便餐  晚餐√  

酒 店： 4*STAR HOTEL 或同級 

 

第 2 天 

北京【天安門廣塲、故宮紫禁城、三輪車游胡同、四合院、国家大劇院（外觀）、雜技表演】                                                                                                                                                                                        
 
今早，游览【天安门广场】，位於北京城中心，是故宮的正門，有著紅黃色的城牆，白色大理石的欄干，黃琉璃瓦的城門，金碧輝煌，已

成為北京的象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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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前往現今世界上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故宮紫

禁城】参观，為中國明、清兩代24個皇帝的皇宮。依照中國古代星象學說，紫微垣（即北極星）位於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對應，是以

皇帝的居所又稱紫禁城。它是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所構成。規模宏大的故宮，建有大小六十多座的殿閣，廳房數俗稱９９９９室，

收藏品達百萬件。随后安排乘搭【三轮车游胡同】，「胡同」加上「三輪車」，老北京的古典意涵，不言而喻！雙眼瀏覽「地道」胡同

文化的同時，別忘了聽聽三輪車夫的「京片子」喔！他們都是熟稔胡同文化的好老師，不吝分享他們眼中的老北京。途中您将步入精巧的

【四合院】了解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尔后前往于【国家大剧院】外留影，耗資26.8838億元人民幣所打造而成的殼體造型劇院，殼面

由18,398塊鈦金屬板和1,226多塊的透明玻璃組成，特殊的構造讓帷幕有迷人的視覺效果。今晚观赏精彩的【杂技表演】，歷史悠久，源

遠流長兩千多年。如今的表演內容，不但稟承了統的藝術絕活，更結合了現代科技的聲光效果，形式新穎、流暢，技巧高雅、獨特，融舞

蹈、音樂、服飾、燈光於一體，形成完美的眾合藝術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STAR HOTEL或同級 

 

第 3 天 

北京 【萬里長城居庸關長城、明十三陵、明皇蜡像館、奧運主體建築鳥巢+水立方（外觀）, 

大型金面王朝秀】  
 

令人惊叹的一天，攀上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的【居庸关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登上长城，可

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体会不登长城非好汉的感觉。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

证。随着，參觀【明十三陵】，明朝13個帝陵，其中的長陵最為浩大。長陵位於天壽山中峰以下，是永樂帝和徐皇后的陵墓。建了l8年

的長陵有一個和故宮太和殿相媲美的棱恩殿，最令人讚嘆的是殿內的32根金絲楠木明柱，柱高l4.3米, 直徑l.7米，非常稀少罕見，最大的

直徑1.17米，高14.30米。梁、柱、椽、斗拱等構件，皆用整根楠木製作，雖歷時500餘年，仍牢固依舊，香氣襲人，它是中國最大的一座

楠木殿堂。尔后参观【明皇蜡像馆】，展示中国明朝历史的大型人文景观。宫有二十六个独立逼真的场景、三百七十四尊栩栩如生、光

彩照人的人物蜡像。之后乘车游览【奥运会村外景】, 外观【鸟巢体育场】（视当地旅游局批准的情况而定），是2008北京奧運主場

館，狂想與巧思在於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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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著人類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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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奧運一道豔驚世界的驚嘆號。再到【水立方游泳馆】

外留影– 名字靈感來源於「一個方盒子」、許多「水泡泡」和許多的「水分子」。一個英文名「水的立方體」（Water Cube）既表達了方

形的概念，又與水相關，作為北京奥运会主要的水上项目比赛场馆。今晚观看大型舞台精品秀《金面王朝》，一部靈感來源於《三星堆》

古老文明的創意之作，講述一段盪氣迴腸的《大愛與和諧》的浪漫傳奇！追求唯美、創造時尚，讓我們的感官和想像力再一次接受全新的

挑戰！同時也是一座《量身打造》的劇院～華僑城大劇院擁有國際一流的劇場規劃設計和舞臺功能配置。無論是60米寬的第一大《T》型

台口，還是國內首創的360翻轉舞臺，均為《金面王朝》劇本量身打造，開創了國內主題劇院建設史上的新紀元。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STAR HOTEL或同級 

 

第 4 天 

北京【颐和园、熊猫館、首都博物館、秀水市場、王府井大街、東華門小吃街】 
 

今早，游览中国四大名园之首-【颐和园】，是慈禧太后用海軍經費興建的，從東宮門進去，沿著湖岸，走過仁壽殿、玉瀾堂，來到樂壽

堂。樂壽堂72.8公尺的長廊內部有五彩繽紛的花鳥風月圖，真是別具匠心。接着前往【熊猫馆】，观看国宝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可爱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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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参观【首都博物館】，於2005年12月開始試運行，2006年5月18日正式開館。首都博物館以其宏大的建築、豐富的展覽、先進的

技術、完善的功能，成為一座與北京“歷史文化名城”、“文化中心” 和“國際化大都市”地位相稱的大型現代化博物館，並躋身於“國內一流，

國際先進”的博物館行列 。再前往【秀水市场】，是北京中華老字號大小密度最大的市場。 奧運期間大量的外國遊客都來到秀水街購物

採買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各種商品。今晚逛一逛 【王府井大街】，喜愛逛街、Shopping的您有福囉！王府井大街集購物、休閒、文化、

娛樂、旅遊、餐飲、商務、住宿於一身，是北京最熱鬧的商業飲食購物大街。位於天安門以東是一條南北走向的長街道，全長1,800多公

尺，王府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元代中央三大衙署中的樞密院和御史台分佈在這條大街上，到了明代這裡建了10個王府和3個公主

府，故稱王府大街，清光緒31年（1905年）重新命名，因街上有一口甘純甜美的水井，因此定名為王府井大街。最后再到【东华门小吃

街】，這裡是地道的京城小吃一條街，像是個民族的熔爐，漢、滿、蒙、回、藏、苗、瑤等齊聚一條街上，東起王府井大街，西至東華門

東口，有500米長，是饕餮一族的必去之處。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   晚餐√ 

酒 店： 4*STAR HOTEL或同級 

 

第 5 天 

北京【天壇公园】  承德【避暑山庄（含电瓶车），普陀宗乘之廟(小布達拉宮】 

早餐后，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為明、清歷代皇帝祈求五穀豐收的地方，也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以祈年殿、皇穹宇、

圜丘三大殿為主。祈年殿是由三層傘狀的圓形屋頂所構成的建築物，藍色的琉璃瓦更是引人注目。天壇另一美妙絕倫之處，是奇妙的回聲。

站在圜丘壇的中心叫一聲，你會聽到從地層深處傳來的明亮而深沉的迴響，這聲音仿佛來自地心，又似乎來自天空，所以人們為它取了一

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名字：「天心石」。继程赴【承德】位於河北省東北部，南鄰京津、北靠遼蒙。承德是一座風景優美的塞外名城，是狩

獵、度假的游覽好勝地。抵达后，参观国家5A级景区【避暑山庄】（含电瓶车），始建於1703年，曆經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

隆，耗時約90年建成，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清帝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在此會見王公貴族及外國使節、處理奏章、消夏避暑，所以這

裡實際上是清朝的第二個政治中心。1994年避暑山莊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建築風格各異的廟宇和皇家園林

同周圍的湖泊、牧場和森林巧妙地融為一體。避暑山莊不僅具有極高的美學研究價值，而且還保留著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末期的罕見的曆史

遺產”。接着，参观藏传佛教寺院 - 【普陀宗乘之庙】，就是“布達拉”的漢語意譯。它始建於於乾隆三十二年，是乾隆為慶祝自己的60

大壽和母親的80大壽而建的，也是“外八廟”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其樣式仿拉薩布達拉宮，氣勢壯觀，故又稱為“小布達拉宮”。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4*乾阳酒店或同級 

 

第 6 天 

承德  天津【古文化街、南市食品街】  北京【南鑼鼓巷，雅秀市場、温泉度假村】 

今早，继程前往【天津】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歷史遺跡多，出土文物多，城市建築頗具特色，旅遊資源豐富，民間藝術和風味食品獨特。

素有三個美譽：一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二是「建築萬國博覽會」，城市建築頗具特色，既有雕樑畫棟、典雅樸實的古建築，還有眾

多新穎別緻的西洋建築；三是「中國北方媽祖文化中心」，歷史上，天津的媽祖廟，大約有20多座，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東西兩廟，兩座媽

祖廟已成為弘揚中華媽祖文化，融合兩岸同胞親情，促進旅遊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抵达后，先游览【古文化街】，是中國天津

市南開區的一條由仿中國清代民間小式店鋪組成的商業步行街，原為以天津天后宮為中心的「宮南大街」和「宮北大街」，是天津最早的

文化、宗教和商貿聚集之地。逛逛津門十景之一的【南市食品街】，景名「雙城醉月」。位於天津老市區，有100多家店堂， 匯集全國

各地著名風味佳肴。位於繁華的舊商業中心南市，佔地2.5公頃，建築面積4萬多平方米。這裡不僅雲集了全國各地的珍董美饌、風味小吃，

而且建築別具一格，具有濃厚的民族特色。整個食品街像一座宮殿，顯得古樸莊嚴。是中國目前最大的經營名特食品為主的大型市場。之

后返回北京，游览【南锣鼓巷】 –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區之一，完整地保存著元大都裡坊的歷史遺存，是城市規劃中25片舊城保護區之一，

2005年進行了全面翻修，成為著名的旅游和酒吧一條街。再前往市内著名的【雅秀市场】，有各類皮件、服飾、鞋子....等，是著名的仿

冒品市場，商品物美價廉，大家可自由購物選購。今晚入住【5星温泉酒店】，享受泡汤的乐趣。 
 

餐 食： 早餐 - 酒店内   午餐√   晚餐√ 

酒 店： 5*春晖园温泉度假酒店 

 
第 7 天 

北京 香港  亞庇                                                           
 

早餐后，送往机场，乘搭飞机途径香港返回亚庇。 
 

餐 食： 早餐–酒店内 午餐- 机上便餐 
 

旅途完满结束,返回温暖的家。希望您与首席旅游社共享美好的假期, 期盼再次为您服务。祝您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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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01. 此行程执行日期：2014 年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不包括 10 月 1 号-8 号） 

02. 如遇不可抗拒因素，本公司有权调整行程及行程次序，以当地接待社最终安排为准。如遇酒店房间客满，本公司将安排

更好的酒店。 

03. 游客所持有旅游证件的有效日期必须 6 个月或以上（以出发日期计算）。所有旅客须持有有效签证进入相关旅游国家，

如旅客被当地海关拒绝入境，本公司不承担一切责任。 

04. 以上团队 15 人成团出发（以成人计算），本公司职员将协助办理去程机场登机手续，由当地导游接待。本公司领队或

职员将随团出发。 

05. 基本上全程以中文讲解为主。如需以其他语言讲解，必需在报名时提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将另做安排。 

06. 任何三人房都以折叠式加床为标准。 

07. 若中途脱队/或离团，需补额外费用马币 350/每人。 

08. 为了在旅游期间能让团员获得全面保障，建议出发前购买旅游保险。 

09. 本行程中所包含的信息在印刷时是准确的。如食肆丶景点或旅行社提供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10. 中英文行程如有差异，将以中文行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