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y 2．

原始長城【*司馬台長城】
(包乘景區往返纜車及景區電瓶車前往景區出口) ～

茶葉店(註13) ～王府井大街～小吃一條街
*如遇纜車維修或天氣影響纜車停駛或景區暫停開放，行程將改往遊覽
居庸關長城，纜車費用不設退款。

司馬台
長城

是我國唯一保留明代原貌的長城，被英國泰晤士報評為
“全球不容錯過25處風景之首”

膳食:
早：酒店自助餐 ︳午：滿族八大碗

︳晚：東來順涮羊肉(一人一鍋)

住宿:

北京【國際五星品牌酒店】
東方美爵酒店 Grand Mercure Beijing Dongcheng 或
中奧馬哥孛羅酒店 Marco Polo Parkside Beijing 或
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eijing 或

北京興基鉑爾曼飯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Day 1．

香港北京～古北水鎮度假區

(車程約2.5小時，沿途步行遊覽: 永順染坊、英華書院、

楊無敵祠、震遠鏢局、月老祠) ～遠觀長城夜景

是日由翠明假期領隊陪同下，乘坐客機直航飛往北京。

古北
水鎮

是司馬台長城腳下獨具北方風情的度假式小鎮，是
集觀光遊覽、休閒度假、商務會展、創意文化等旅
遊業態為一體，服務與設施一流、參與性和體驗性
極高的綜合性特色休閒國際旅遊度假目的地。

膳食: 早：-- ︳午：-- ︳晚：古北特色燒肉

住宿:
2016年全新開業

古北水鎮古北之光溫泉度假酒店
(包溫泉門票一次，請自備泳衣)

嚴選豪華酒店住宿

特別安排入住一晚【古北水鎮古北之光溫泉度假酒店】
北京入住三晚【國際五星品牌酒店】

北京東方美爵酒店 Grand Mercure Beijing Dongcheng 或
中奧馬哥孛羅酒店 Marco Polo Parkside Beijing 或

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eijing Haidian Hotel或
北京興基鉑爾曼飯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特高成本．搜羅京城著名食府．品嚐地道美食

 古北特色燒肉  東來順涮羊肉(一人一鍋)  花家怡園新派私房菜  蜀國演義川菜(欣賞川劇變臉)

 滿族八大碗  怡和春天杭幫菜  全聚德烤鴨(每桌一隻烤)  皇家菜博物館小滿漢全席

貴賓尊享

 10-25 人乘坐 35 座或以上WIFI專車
26 人或以上乘坐 51座或以上WIFI專車

粵語導遊講解倍感親切 午晚餐包酒水及每日一瓶礦泉水

出發日期(*10人可成團)
*10人以上同行可自選出發日期

*需配合機位及酒店訂位情況

早報名(首10名)
最高勁減可達

【最高】
優惠超值價可達

成人原價
佔半房

小童原價
單人房
附加費

全程
服務費佔半房

與父母同房
(不佔床)

10月11、18、23、25日

$1,000

$5,398起 $6,398起 $6,398起 $5,698起 $3000

$500

11月6、13、20、27日
12月4、11、18日

***2019年出發日期***
1月1、8、15、22、29日

2月12、19日

$4,598起 $5,598起 $5,598起 $4,898起 $2500

注意:此推廣團隊不設茶會講座，團隊出發集合時間資料及旅行袋可於團隊成行後出發前7天內憑收據於各分行領取，敬請留意!
全程機場稅：稅項及燃油附加費等如有調整，客人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差額，敬請留意！
成人約HK$395(香港離境稅HK$120、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11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小童約HK$165(保安稅HK$45、認可行政費HK$30、燃油附加費HK$0、回程機場稅HK$0、香港機場建設稅$90)



Day 4．

天安門廣場(團隊合照每人一張)、#登天安門城樓 ～
*故宮(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御花園、養心殿、

儲秀宮、珍寶館、鐘錶館、珍妃井、 慈寧宮、壽康宮、
雕塑館、慈寧宮後花園) ～乳膠店(註13) ～前門大街

#如遇景點暫停開放則改往遊覽景山公園。
*紫禁城內景點,如遇閉館或維修，本社不另作安排或退款。

故宮
是明清兩個朝代二十四位皇帝的皇宮，占地面積七
十二萬平方米，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

膳食:
早：酒店自助餐

︳午：全聚德烤鴨(每桌一隻烤鴨)
晚餐：蜀國演義(正宗川菜欣賞川劇變臉)

住宿:

北京入住【國際五星品牌酒店】
東方美爵酒店 Grand Mercure Beijing Dongcheng 或
中奧馬哥孛羅酒店 Marco Polo Parkside Beijing 或
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eijing 或

北京興基鉑爾曼飯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特約旅行社

Day 3．

頤和園(長廊、仁壽殿、玉蘭堂) ～奧林匹克公園

(包乘電瓶車) ～ *特別安排鳥巢VIP通道、

*鳥巢空中觀光走廊 ～外觀水立方 ～外觀玲瓏塔～

什剎海SOHO區～足底按摩包每客30分鐘(註13)
*如遇景區暫停開放、進行賽事、維修或政府徵用，景點將改為外

觀，本社不另作安排或退款。

頤
和園

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林，修建於清朝乾
隆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

膳食:
早：酒店自助餐︳午：怡和春天杭幫菜

︳晚：花家怡園新派私房菜

住宿:

北京入住【國際五星品牌酒店】

東方美爵酒店 Grand Mercure Beijing Dongcheng 或

中奧馬哥孛羅酒店 Marco Polo Parkside Beijing 或

福朋喜來登酒店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Beijing 或

北京興基鉑爾曼飯店 Pullman Beijing South

責任細則

註：中國團隊查詢/包團專線：3962-2982
1. 行程次序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及航班時間而有所調配，敬請留意。
2. 入場參觀之景點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期休息或門票售罄，將會以

其他節目代替。
3. 如遇展覽會、其他特殊情況、住房客滿或裝修而未能提供行程表所列

的城市住宿或指定酒店，所列的用膳餐廳或交通，本公司將安排於鄰

近或周邊城市同級酒店住宿或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改動，客人不
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4. 重要事項: 客人必須提供準確證件資料及證件副本以作團隊訂票之用，

如客人資料出錯，航空公司或鐵路公司可能拒絕更改資料，客人必須
自費重新購買一張正確資料之機票或車票，敬請留意!

5. 旅行團之指定服務費以全程計算，此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當地導遊

費及旅遊車司機之服務費。
6. 以上稅金【包括建設稅、保安稅、燃油附加費、各地稅項及認可行政

費】，若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等於出票時調整加幅或匯率上漲，客人

須於出發前10天補回額外之差額，敬請留意！
7. 如因天氣影響而無法完成所有景點行程，本公司將不作任何形式補償。
8. 兩歲以下嬰兒之團費，請向本公司查詢。

9. 收費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團費均以報名時為準。
10. 按旅遊業議會建議，團友應為個人購買旅遊保險。
11. 中國的星級酒店，在未穫有關單位的批准正式評定星級之前，按香港

旅遊業議會規定，須以X星標準標明酒店的級別，以便客人參考。
12. 旅遊車WIFI穩定程度視乎電訊商而定及不適用於景區接駁交通。
13.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客人

必須清楚了解其產品價值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
14. 行程內之圖片，僅供客人參閱。
15. 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www.charming-online.com

內之最新版本的旅遊及責任細則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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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5．

天壇公園 ～寶石店(註13) ～乘人力車遊胡同(包小費) 
～北京香港

天壇
是明清兩朝帝王祭天、祈穀和祈雨的場所。是現
存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倫理等級最高的祭祀建築群。

於指定時間集合送往機場乘直航機飛返香港。

膳食: 早：酒店自助餐︳午：皇家菜博物館小滿漢全席

中國長線(北京)自費節目收費表

項目 成人收費 小童收費 成行人數 交通時間 遊覽時間 客人不參加之安排

恭王府 RMB220 RMB180 8人或以上 約30分鐘 約60分鐘 於周邊自由活動

雍和宮 RMB220 RMB180 8人或以上 約30分鐘 約60分鐘 於周邊自由活動

大型神話金沙雜技表演 RMB220 RMB180 8人或以上 約30分鐘 約70分鐘 於周邊自由活動

以上自費節目將於到達該地區期間進行，團友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費節目價目只供參考，價目如有更改均以船公司公佈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