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河北攝影團 13 天遊行程 
 

 
 
D1 （10 月 23 日，週二）： 三藩市 - 香港 (國泰淩晨 (CX873: 1:20AM) 班機飛往香港) 

10 月 22 日星期一晚去三藩市機場，自行乘坐 10 月 23 日國泰淩晨(CX873: 1:20AM)班機飛往香港再轉飛

北京。或于 10 月 23日中午自行乘坐中國國際班機直飛北京。 

  

D2 （10 月 24 日，週三）：香港 —北京（含午、晚餐）  

早上到達香港后轉搭 KA900(08:00-11:15）航班飛北京。接机后去市區用午餐，接著安排入住酒店休

息；下午遊覽：前門大街, 大柵欄，傍晚上【景山】拍日落。如果乘坐中國國際直飛北京的班機，則于傍晚到

達，接机后安排入住酒店休息。晚上自由活動，酒店所在的王府井步行街就是行街購物的最好去處。 

                          住宿：北京国际饭店或同級（五星） 

 
 D3 （10 月 25 日，週四）：北京市區一日游（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 前往北京新十六景之一的【香山公園】觀賞紅葉，每年 10月

中旬到 11月上旬是觀賞紅葉的最好季節，紅葉延續時間通常為 1個月左右。

香山紅葉最佳觀賞地靜翠湖，半山亭、玉華山莊和閬風亭都是看紅葉的好地

方。這裡地勢崛峻，峰巒疊翠的青山下那一株株黃綠相間的黃櫨宛如一幅動

人的山水畫卷，叢林間鳥啼蟲鳴，松鼠在山野中嬉鬧。至於山頂西山美景、

京城的輪廓讓您盡收眼底，天、地相交，讓您忘去城市的喧囂置身于大自然

的懷抱。 

午餐後參觀遊覽世界最大的皇家園林--- 頤和園，留心觀察古代能工巧

匠在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之間最精妙的創意，觀西堤六橋、欣賞四海三仙山，

南湖島仿蓬萊仙島，景明樓仿洞庭湖風光，涵虛堂仿昆明池風光等。登上萬壽山上的佛香閣，全園盡覽，是全

園的精華之處。再遊“園中之園” 的諧趣園。後參觀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澱區的【圓明園遺址公園】，與頤和

園 緊相毗鄰。它始建于康熙 46年（1709年），由圓明園、長春園、萬春園三園組成。有園林風景百余處，建

築面積逾 16萬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 150餘年間創建和經營的一座大型皇家宮苑。 

                          住宿：北京国际饭店或同級（五星） 
 

D4 （10 月 26 日，週五）：北京 — 金山嶺長城（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前往京城秋天最美景色之一的【釣魚臺外銀杏大道】，初秋，深綠色的葉

絲中露出點點橙黃，累累碩果點綴其中；深秋，落下的一片片橙黃落葉，宛如鋪開

一條金色的地毯。情侶在這裡留下愛的記憶，朋友在這裡擁有快樂的回憶。深深淺

淺的金色樹葉，映著深秋金色的陽光，手牽手一同續寫著愛的樂章.....。 

接着前往参观北京奥运场馆：【鸟巢】，【水立方】。 

午餐后乘車【 赴金山嶺長城 】。金山嶺長城位

於京郊古北口長城東南十余公里處，屬河北省灤平

縣管轄。金山嶺海拔 700 米，登山北觀群山似濤，

東望司馬台水庫如鏡，南眺密雲水庫碧波粼粼。長

城依山憑險，起伏跌宕于山水之間，形勢極為雄奇。尤其此處敵樓密集，構

築精巧，形式多樣，是八達嶺、山海關、嘉峪關等地長城絕難媲美的，為萬

里長城中正在開發的旅遊勝境之一。金山嶺長城蜿蜒曲折，視野開闊，敵樓

密集，雄偉壯觀。賓客們在此拍攝日落。 

住宿：金山嶺賓館（四合院一樓客房） 

 
D5 （10 月 27日，週六）：金山嶺長城 — 承德 （含早、中、晚餐）  

早起打包好乾糧于金山嶺長城上拍攝當天第一縷陽光。游畢我們驅車前往歷史文化名城承德。承德歷史悠

久，是紅山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承德地處燕山腹地，北部是茫茫林海，廣袤草原，中部為低山丘陵，林木茂

盛。南部峰巒重迭，峽谷幽深。遊覽普甯寺景區，座落于避暑山莊東北部武烈河畔，景區由皇家寺廟群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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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寺和普佑寺組成；取普天下之安寧、保佑天下眾生之意；普甯寺內供奉有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普佑寺是喇嘛研習佛教經典、理論的經學院。這裡僧

侶雲集，香火旺盛，是北方最大的佛教聖地。遊覽普甯寺景區，是對藏傳佛

教的佛事活動的一次親身體驗。後遊覽國家 5A 級景區，外八廟中著有

小布達拉宮美稱的—普陀宗乘之廟景區，跨五塔門，進琉璃牌坊，

登至最高處，一覽用一萬五千多兩黃金築成的萬法歸一殿；游六

世班禪行宮 -須彌福壽之廟，觀妙高莊嚴殿及萬壽琉璃寶塔。   

午餐後遊覽我國現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園林---【避暑山莊】，避暑山莊原

名熱河行宮，俗稱承德離宮山莊博眾家之長，融中國南北園林風格為一體，

集中了古典園林藝術的精華（溫馨提示：如有時間的話，遊客可自行乘

坐景區內上山觀景的環保車（費用 50元/人）或自行乘坐景區內的環湖船遊覽（費用 50元/人）。 

住：承德 天寶假日酒店或同級（四星）  

  

D6 （10 月 28 日，週日）：承德 - 山海關 - 北戴河 - 秦皇島 （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前往中國國家級遊覽聖地-北戴河，北戴河風景秀

麗，夏無酷暑，日光充足，抵達後我們遊覽北戴河著名景點【老虎石】，以

及【海濱浴場】，【鴿子窩公園】；下午遊覽“天下第一關【山海關】山海關是

明長城的東端起點，山海關自西元 1381 年建關設衛，至今已有 600 多年

的歷史，自古即為中國的軍事重鎮。山海關的城池，周長約 4 公里，是一座

小城，整個城池與長城相連，以城為關。城高 14 米，厚 7 米。全城有四座

主要城門，並有多種古代的防禦建築，是一座防禦體系比較完整的城關，有

“天下第一關”之稱。山海關古稱榆關，也作渝關，又名臨閭關，明朝洪武十

四年（西元 1381 年），中山王徐達奉命修永平，界嶺等關，在此創建山海關。   

住：秦皇島 秦皇國際酒店或同級（五星）  

  
D7（10 月 29 日，週一）： 秦皇島 — 唐山 — 清東陵 （含早、中、晚餐）  

早上前往遊覽萬里長城最東的起點【老龍頭】看日出。老龍頭，由明代名將戚繼光督建，是萬里長城東起

點的入海口，因形似巨龍而得名。接著驅車前往唐山。參觀地震遺址紀念公園---是為紀念 1976 年唐山大地

震和唐山人民在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抗震救災、重建唐山的偉大壯舉而建立的。唐山抗震紀念館于 1995年

被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確定為“河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被國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

共青團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確定為“全國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午餐後驅車前往位於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清東陵】 參觀。清朝定都北京後,于

順治十八年(1661) 建陵于此，後又在易縣建皇陵，分別稱清東陵﹑清西陵。整個陵區沿燕山余脈昌瑞山而建。

分“後龍”與“前圈”。 “後龍”設有內﹑中﹑外﹑火道及汛撥，駐兵看守。 “前

圈”48平方公里的陵區內，建有帝陵 5 座，為世祖順治孝陵﹑聖祖康熙景

陵﹑高宗乾隆裕陵﹑ 文宗咸豐定陵﹑穆宗同治惠陵，皇后陵 4 座，妃園

寢 5 座。陵區週邊還建有王爺﹑皇太子﹑公主等園寢。埋葬帝﹑後﹑妃﹑

王﹑公主等 160 余人。 1928 年乾隆裕陵和慈禧陵地宮被軍閥孫殿英盜

掘一空。至 1945 年其它各陵也都被盜掘。清東陵陵區南北長約 125 公

里，東西寬約 20 公里，整個陵區四山環繞，氣勢雄偉，神道網織，牌坊

林立，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體系完整的古代帝王后妃的皇室陵寢。雍正

皇陵用漢白玉砌，墓道壁刻全本金剛經。抵達清東陵後我們首先參觀被譽為“石雕藝術寶庫”和“地下佛堂”的乾

隆地宮。然後再觀看金壁輝煌的西太后慈禧二大殿。通過對清東陵的參觀，您將對中國的封建王朝歷史有更深

刻的瞭解。 

晚餐後前往薊縣入住。 

      住：薊縣漁陽賓館（四星） 

 

D8 （10 月 30 日，週二）： 薊縣 -- 盤山 — 天津  （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前往盤山，遊覽有“京東第一山”之稱的國家 5A級風景名勝

區--【盤山】。盤山風景區集幽林，古洞，奇峰，秀水于一身，現已

恢復開放了五大景區，一百三十余處景點，建設開通了盤山，雲松，

掛月三條客運索道，遊人乘過索道可直達盤山絕頂——掛月峰。盤

山風景區尤其以“上盤之松，盤中之石，下盤之水”著稱，峰石各抱

地勢，競相崢嶸。  

午餐後前往天津，參觀古文化街和南市食品街，晚上乘船夜遊海河

觀光帶 ， 盡情欣賞海河兩岸旖旎的風光，形成了一道“舟行碧波上、

人在畫中游”的靚麗風景線，再閒庭信步五大道，欣賞天津租界夜景，感受“萬國建築博物館”的精緻。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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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休息。  

                                                              住：天津日航酒店或同級（五星） 

 

D9 （10 月 31 日，週三）：天津 — 正定古城 (石家庄) — 赵州桥 — 石家庄  

早餐后从天津乘车前往石家庄的正定县，参观【正定古城】，正定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旅游文化名城，春秋时期为鲜虞国，战国时期为中山国，

古稱常山, 汉高帝十一年时改名为真定府，至今 1400 多年来，这里一直

是府、州、郡、县治所，是当时北方政冶、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

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

镇”。  

午餐后参观京都第一名刹—隆

兴寺（大佛寺）：天王殿、摩尼殿、 “东方美神”倒坐观音等，游览 87版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拍摄地--荣国府；逛古城。 

接着再乘车前往赵县，参观天下第一桥——【赵州桥】，它坐落在河北

省赵县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公元 605－618 年），由著名匠师李春

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约 1400 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傍晚返回

石家庄，晚餐后入住酒店。 

                                                              住：石家庄皇冠维多利亚大酒店或同級（五星标准） 

 

D10 （11 月 1 日，週四）：石家庄——保定  （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乘車前往保定，抵达后遊覽【冉莊地道戰遺址】，它位于清苑县

冉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冉庄人民为打击敌人应运而生的一种

独特的建筑。冉庄地道洞身很长，庄内各家通过地道户户相连、村村相通，

形成了上下呼应、进退自如的地道网。地道设计巧妙，构造复杂，设施完备，

地道的出入口灵活多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冉庄

民兵利用地道同敌人作战数十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世界战争史留下了

光辉的一页。 

午餐后参观【古莲花池景区】, 古蓮花池是我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

國十大名園之一。接著参观【直隶总督署】, 直隸總督署位於古城保定市繁華地段，是清朝直隸省的最高軍政

長官的辦公處所，是我國唯一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省級衙署，具有濃郁的時代風采和豐富的歷史內涵。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直隸總督署坐北朝南，為小式硬山建築，具有典型的北方衙署建築風貌。 

住宿：保定电谷国际酒店或同级（五星）  

 

D11 （11 月 2 日，週五）：保定 — 尉縣 （含早、中、晚餐）  

早餐後乘车前往北京西部張家口市轄下的【尉縣】。被譽為“河北民俗文化第一村”

的西古堡是蔚縣乃至河北省的典型古堡，聞名遐邇的西古堡村，俗稱“寨堡”，坐落於張

家口市蔚縣暖泉鎮內，向西兩公里即是河北與山西的省界線。全村 635 戶，1629 人。古

堡建於明代嘉靖年間，擴建、續建於明末清初。此地集“古民宅、古寺院、古城堡、古

戲樓”四大文化奇觀為一體，是古蔚州 800 莊堡中最為獨特，保存最為完好的一例。约

中午抵达，午餐后拍攝北方古村古堡古建築和北方農村風情。 

住宿：尉縣新蔚州宾馆（四星）  

 

D12 （11 月 3日，週六）尉縣 一 北京 （含早、中、晚餐）  

早上繼續在尉縣釆風，接着乘车返回北京（车程约 3.5小时）；下午在北京开座谈会。 

                                                                       住宿：北京国际饭店或同級（五星） 

 

D13 （11 月 4日，周日）：北京, 午餐后送團 （含早、午餐）  

早餐後後遊覽京城最古老街區之一的【南鑼鼓巷】，這裡講述著北

京的文化、民俗和市井的風貌，流露著老北京四合院的氣息，菊兒胡同、

秦老胡同、板廠胡同、炒豆胡同、福祥胡同......每條胡同都有豐富的

文化積澱，每一個宅院裡都訴說著古老的故事，夕陽西下炊煙嫋嫋，一

縷斜暉映照在門墩兒旁老奶奶的額頭上，條條皺紋皆無言訴說著歲月荏

苒中的京華風雲。 

午餐后送北京首都機場，搭機返回香港，(坐 4:30PM或之后的班机)，

轉半夜機返回美國或繼續停留香港探親訪友，結束愉快旅程！ 



 

 

收費：1570 USD/ 人（ 單房差：540 USD / 人; 16 人以上成團） 

  

報名請直接連系鄭向陽: 510-862-3809; hxjang@pacbell.net 
 

一、費用已含： 

（1 ）酒店：住以上酒店或同級標準雙人房 

（2 ）用餐：含行程中所標餐頓，共 23正餐 11 早餐，（個別酒店無自助早，將改用圍餐）。 

正餐標準：19 個正餐餐標：50 RMB/人.餐，  

另外包 4 個風味餐：北京全聚德烤鴨，東來順刷羊肉火鍋，仿膳；秦皇島海鮮餐：餐標 100 RMB/ 人. 餐 

（3 ）用車：全程空調旅遊用車。(35-45 座，根據人數安排車輛) 

（4 ）門票：行程中列明包含的景點大門票，（盤山包含纜車，其餘纜車或電瓶車未含）。 

（5 ）保險：已含旅遊責任保險 10 萬元/人、送旅遊意外險 30 萬元/人。 

（6 ）導遊：全程派粵語全陪＋當地國語導遊服務。 

（7 ）其它：全程贈送礦泉水。 

  

二、上收費未含： 

（1 ） 導遊司機小費 7 USD/人.天； 行李小費、一切私人消費。 

（2 ）國際機票費用 

  

胡育承 （手機： 13802790007 ）  

廣東中婦旅國際旅行社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位址：廣州市建設大馬路 20 號保利中環廣場 B 棟 2517-2520 室 郵編：510091 

電話：8620—83493542 83574542   83493242   28994208   28994209 

傳真：8620—83493242 83574542 

E-mail： huyucheng1@yahoo.com.cn;     Yucheng.h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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