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酒店介紹   

北京 APEC 峰會主場館-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 

北京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於 2014 年開幕。坐落在風景如畫的雁栖湖畔，側面看，

酒店建築是扇貝的形狀，在中國文化裡代表了財富，正面的圓形則有「旭日東升」寓

意。主樓高 97 米，共有 21 層，內有 306 間客房與套房。整棟建築以全玻璃面覆蓋，

共用去了 1 萬多塊玻璃板。玻璃面板的角度都經過精心設計，這樣樓身的上部映出的

是藍天，中部映出環繞周圍的青山，下部則映著雁棲湖的碧波，天光，湖影，山色，

集於一樓，美不勝收。到了夜晚，整座酒店被無數的 LED 節能燈照亮，同樣美得令人

心醉。值得一提的是，酒店很注重綠色環保，照明所用的電力基本上都來自水力發電。                                                                                                                                                

 
天津海河悅榕莊-落入凡間的如意 

天津海河悅榕莊座落于天津市河北區，是一座充滿現代感的豪華都市度假村，擁攬無

與倫比的海河美景，成爲都市中心難覓的世外桃源。深處這方充滿文化底蘊、遍布歷

史遺迹的地區，天津海河悅榕莊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幾步之遙便是古文化街，琳琅

滿目的工藝品和當地特産商品隨處可見；舉目之內盡是華麗的歐洲建築，曾經的老租

界區如今已是一道體現建築美學的亮麗風景。共有 159 間舒適的客房和套房，均配備

精緻、典雅的內部裝潢和簡潔、便利的設備設施，可飽覽秀麗如畫的海河景觀和美崙

美奐的天津夜景。 

 

北京萬達嘉華酒店(原萬達鉑爾曼系列) 

萬達嘉華大飯店位於北京石景山地區大型商務、購物及娛樂中心─萬達廣場內，座落于

西長安街沿線，毗鄰一線地鐵，緊鄰石景山區政府、首鋼、阿爾斯通公司等。交通便

利。萬達嘉華是由法國雅高集團管理的豪華鉑爾曼品牌，客房現代舒適的、三個餐廳

及一個酒吧、其中 1400 平米的無柱大宴會廳，層高 8.5 米。並擁有先進的室內運動及

休閒設施，1 個室內泳池及 1600 平米的水療中心。是您商務旅行的理想下榻之地。 



 

行程特色 

◎世界五大宮之首～故宮紫禁城：於西元 1987 年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中外園林藝術史上極高地位～頤和園：西元 1998 年被 UNESCO 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美古代祭天建築群天壇：1998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建築-慕田峪長城，1987 年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 

 

◎天津海河夜遊-乘船體驗傳統與現代的激情碰撞、三叉河口仰望絢爛的幸福 

 

 



【舒適住宿】：北京－五星日出東方凱賓斯基酒店一晚、萬達嘉華或同級 

天津－五星天津海河悅榕莊一晚、天誠麗筠酒店或同級 

【特色餐食】：江南小館、東來順涮羊肉、全聚德烤鴨、花家怡園、 

99 頂氈房蒙藏風味、天津風味、狗不理包子 

◎全程無購物，讓您旅程更優質！ 

※導遊於車上講解風俗民情時，會提供部份當地特色商品供旅客選擇（包包、乾果、

照片、按摩…等）自由選購。 

 

第 1 天  台中／天津 

今日集合於台中清泉崗機場，由專人辦理登機手續，搭乘華豪客機前往【天津】。 

 

晚餐：機上簡餐+抵達後小點心及飲料    

住宿：天津天城麗筠酒店(雷迪森系列)或同級 

 

第 2 天  天津－北京【天壇、王府井大街、北京城市規劃館、前門大街+鐺

鐺車+紅劇場功夫秀】 

【天壇公園】天壇公園是世界文化遺產、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距市中心 3 公里，位於北京正陽門東南方向，為明、清兩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禱豐

年的專用祭壇，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築群。 

【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是位於中國北京市東城區中部的一條大街，也是北京市的

著名商業街，全長 1.8 公里，其中南段是王府井步行街。 

【前門大街+噹噹車】前門大街，位於北京中軸線上。是北京的傳統商業街，毗鄰天安

門廣場。 

【北京城市規劃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主要介紹了北京這座不朽之城的悠久曆史，宣

傳當代城市規劃建設的偉大成就，展示未來北京城市發展的燦爛明天。展館共四層，

建築面積 16000 平方米，展示面積 8000 平方米。主要介紹了：北京城市性質、目標

與規模、曆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産業發展與布局、社會事業發展及公共服務設施規

劃、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等。 

【紅劇場功夫秀】《功夫傳奇》講述的是小和尚純一從懵懂無知的童年，通過練武、習

禪，最終走入大智大勇的境界。與其他劇目不同的是，該劇將展示精湛絕倫的中華武

功、嘆為觀止的視聽奇觀、驚心動魄的雜技、賞心悅目的舞蹈。 



 

早餐：酒店內               午餐：江南小館            晚餐：東來順涮羊肉  

住宿：萬達嘉華酒店(萬達鉑爾曼系列)或同級 

 

第 3 天  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紫禁城、外觀國家大劇院、煙袋斜街、三

輪車胡同遊、什刹海酒吧街奧林匹克公園新玩法－搭乘電瓶車遊覽：鳥巢(入

內)、外觀水立方、龍形水系、娘娘廟、玲瓏塔、停車拍照+配有專業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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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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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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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法國凡爾賽宮、英國白金漢宮、美國白宮和俄羅斯克里姆林

宮）。 

【外觀國家大劇院】耗資近 26.8838 億元人民幣打造而成的殼體造型劇院，殼面由

18,398塊鈦金屬板和1,226多塊透明玻璃組成，特殊的構造讓帷幕有迷人的視覺效果。 

【煙袋斜街】北京歷史最悠久的斜街之一。【三輪車遊胡同】(含小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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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故居，還有恭王府等等。 

【什刹海酒吧街】是北京著名的酒吧聚集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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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為北京市特色商業街區。 

【奧林匹克公園新玩法~搭乘電瓶車遊覽：鳥巢、水立方、龍形水系、娘娘廟、玲瓏塔、

停車拍照+配有專業講解】。【奧林匹克公園】園圍繞貫穿整個園區的中軸線設計了不同

的景觀。【龍形水系】在龍形水系和中軸線之間設置了三段不同的空間（慶典廣場、下

沉花園、休閒廣場），水系兩岸也分別配套進行了景觀設計。在園區之中設置了一個標

誌性景觀塔——玲瓏塔，賽時為媒體提供演播室、電視轉播等服務。此外，園區中已

有的歷史遺存，包括北頂【娘娘廟】、【玲瓏塔】等古跡在內。【鳥巢】2008 年北京奧

運會的主場館，由於於獨特造型又俗稱「鳥巢」。樹枝般交雜的鋼架結構裸露在外，加



上外型如碗狀，被稱為鳥巢。外觀【水立方】國家游泳中心，俗稱「水立方」，是 2008 

年北京奧運主要的水上項目比賽場館，看似簡單的“方盒子”是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科技

共同“搭建”而成的。 

早餐：酒店內            午餐：全聚德烤鴨              晚餐：花家怡園 

住宿：萬達嘉華酒店(萬達鉑爾曼系列)或同級 

 

第 4 天  北京【頤和園、慕田峪長城(含纜車上下)】 

【頤和園】北京市古代皇家園林，坐落在北京西郊，占地約二百九十公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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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國家重點景點。 

【慕田峪長城】(含纜車上下)位於北京市懷柔區境內，沿著舊殘的北京長城遺址上加築

修建而成的，西接居庸關，東連古北口，因為景色壯麗，故被評定為新北京景點十六

景之一，1998 年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一員，慕田峪長城已成為萬里長城中最經典，美

稱「萬里長城慕田峪獨秀」！目前植被覆蓋率已達 96%，綠化功夫下的很紮實，想體

驗萬里長城的壯闊，整修過的慕田峪長城好走、景美，來走一趟慕田峪吧 

 

早餐：酒店內        午餐：九十九頂氈房蒙藏風味      晚餐：懷柔風味滿香怡園 

住宿：日出東方凱賓斯基或同級 

 

第 5 天  北京－天津【靜園、楊柳青小鎮、瓷房子外觀、義大利風情街、海

河夜遊(搭乘觀光船)】 

【靜園】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在天津的故居。作為天津租界時代留存下來的重要建築

之一，該建築目前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 

【楊柳青小鎮】楊柳青鎮有著千年文化底蘊,是中國北方歷史名鎮,也是我國四大名鎮之

一。並且在 2005 年中央電視臺首屆“中國魅力名鎮”評選中,榮獲“中國魅力文化傳承名

鎮”稱號。明清時楊柳青即爲中國北方民間藝術集散地,它孕育出了中國四大木版年畫之

首的楊柳青年畫。 

【瓷房子外觀】位於天津市商業中心，是一座有著 100 多年歷史的法式建築。瓷房子

所用瓷器年代從漢代一直跨越到清代，尤如「東方的維納斯」。 

【義大利風情街】即「新•義街」，前身為義大利在境外唯一的租界，是天津市河北區的

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情的旅遊風景區，亦是亞洲唯一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格的大型建築群。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mutianyugreatwall.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scenery/index.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mutianyugreatwall.html
http://beijing.ggogo.com/tour/event/mutianyugreatwall.html


【船遊河海夜景】兩岸的秀麗風景和風格建築成為天津的城市名片之一。它最讓眷戀

的是夜幕降下之後，海河流水閃爍的波光燈影的美，流動不息的美。 

早餐：酒店內        午餐：寶軒漁府        晚餐：天津八大碗+狗不理包子風味餐 

住宿：天津海河悅榕莊  或同級 

 

第 6 天 天津【文化街、天后宮、食品街】／台中 

【文化街】古文化街由宮南宮北大街和宮前廣場三部分組成，全長 580 米，街寬 7 米，

天后宮位於全街中心。全部建築為磚木結構，是目前天津市最大的一處仿古建築群。 

【天后宮】俗稱娘娘宮，是中國最北方的媽祖廟，位於天津市南開區古文化街，是由

清代通過大運河向北京運送糧食的漕運水手、船工建造的。 

【食品街】坐落于市中心繁華的南市商業區，多元化餐飲中心。漫步食品街，幾十家

餐館、酒樓、小吃店、食品店鱗次櫛比，佳餚美食薈萃一堂。 

早餐：酒店內           午餐：向陽屯            

飯店：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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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直飛天津 
台中首航天津，不用長途搭車到

桃園搭機 
桃園出發或轉機 

機場來回專車接送 台中至清泉崗機場定點來回接送 自行前往機場或另付車資 

全程導遊領隊小費 包含 另外支付 200X6 天約 1200元 

兩地機場稅、雜支 含 另收費用 3000 

入住北京 APEC 峰會主會場

酒店-日出東方凱賓斯基 

是，貝殼造型，象徵財富與旭日

東昇的吉祥寓意 
無 

入住天津海河悅榕莊 是，悅榕莊集團酒店，典雅精緻 無 

北京入住萬達嘉華酒店 
是，酒店位於北京市區，石景山

附近，鄰近萬達廣場 
無 

遊覽北京城市規劃館 

是，重點展是北京的基礎建設規

劃、進展等，包括了生態環境、

人文居住環境、國際賽事場館規

劃、歷史古蹟保存規畫等等，並

有專業的導覽人員精闢講解 

無 

安排搭船夜遊海河 飽覽天津夜景，如夢似幻 無 

安排慕田峪長城及纜車 
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

城，並搭乘纜車遊覽 
無 

奧林匹克新玩法-進入鳥

巢、龍形水系、娘娘廟 

是，搭電瓶車遊覽北京，是比較

新的玩法，並有專業講解 
無 

觀賞紅劇場功夫秀 

知名的表演，逗趣的表演，融合

了雜技、舞蹈、功夫等等中國傳

統技藝 

不一定 

高餐標 餐標 60-100人民幣 一般團隊餐，餐標 25-30人民幣 

特選特色美食 

豐富的各色美食北京各色風味：

99頂氈房蒙藏風味、天津狗不理

包子及八大碗、東來順涮羊肉、

全聚德烤鴨  

安排一般團體用餐 

台中廣播獨享生日會 台中廣播獨家 無 

專業.風趣 DJ.導遊同行、

贈送精美旅行紀念品 
有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