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
洛陽少林北京遊（純玩團 ）

國際機票及稅項，旅遊保險，簽證費，自費，小費，私
人消費，因不可抗拒原因引起的額外費用。
International Air Tickets & Tax, Travel Insurance, 
Visa Fee, Compulsory Programs, Tipping, 
Personal Expense, Any Extra Costs Out of Control

* 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1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且不含早餐。

未含費用  Fare Exclusion包含費用  Fare Inclusion

【少林寺】+【龍門石窟】+【少林寺和龍門石窟電瓶車】+【武術表演】+【故宮】+【天壇】+【頤和園】

團號
Code

成人
Adult

小童 *
（不佔床）

Child NO Bed

小童 *
（占床）

Child w/ Bed

單人房差
Sgl Supp

指定自費
（大小同價）
Compulsory 

Programs

導遊小費
（大小同價）

Tipping

RHB $499 $449 $499 $570 US$530 US$90

Prices in AUD per person

當地4-5星級酒店，所列餐食和景點門票，中文導遊，旅
遊巴士。 
Local 4-5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Admission Fee & 
Meals as Indicated in Itinerary, Chinese speaking Tour 
Guide, Coach

** 指定自費專案（需保證參加 , 連同團費與小費一起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pre-pay with tour fare and tips)

9Days Luoyang, Shaolin Temple Beijing Essence Tour

Day 2 鄭州—登封—洛陽
Zhengzhou-Dengfeng-Luoyang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遊覽世界文化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中嶽嵩
山】。參觀禪宗祖庭，功夫聖地【少林寺】（含電瓶車）
是中國名氣最大的古剎。寺處少室山腳下的密林中，因
其精湛的“少林功夫”而名揚天下，唐初便有“十三棍
僧救駕李世民”的傳說。參觀【塔林】，即少林寺歷代
得道高僧圓寂後埋葬的佛塔。之後車赴十三朝古都洛陽。
之後前往【隋唐城遺址植物園】，以洛陽的山、水、植

行程特色   Tour Highlights

★古都洛陽城：千古帝都，牡丹花城；記憶華夏
五千年曆史，看 105 位帝王問鼎九州

★遊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四大石窟之一 -【龍門
石窟】，賞洛陽牡丹、隋唐城遺址文化 -【隋
唐植物園】等

★登封少林寺：禪宗祖庭，中嶽嵩山。看少林武
僧秀功夫，賞碑塔立如林

★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這裡是電
影中少林武僧的修習地；這裡是海內外八方遊
客祈求福澤平

★安的千古名剎；瞻仰【塔林】，祭奠得道高僧
★八朝都開封：古都汴京，復清民上河圖勝景；

東京夢華，夢迴大宋盛世
★觀【開封府】，東府西祠，覽樓閣碧水；【鐵

塔行雲】，登塔遠眺，黃河如帶，大地似錦

Day 1 原居地  鄭州  
Hometown Zhengzhou 

抵鄭州新鄭國際機場（CGO），專人接機後入住酒店，
當天自由活動，不含其他項目。
免 費 接 機 時 間：1000AM-1300PM, 1500PM-1800PM, 
其他接機時間請自行抵達酒店，如有特殊需要安排單
獨接機，2-3 人需另付：USD80/ 車 / 次，不含導遊。
住宿 Hotel：5 ☆雅樂軒酒店 / 同級

2020 出發日期
2020 Departure Dates

———2020——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不出团
不出团
20,   27

5 月 15,   29
6 月 12

7 月 10
8 月 14
9 月 11,   18,   25
10 月 16,   23
11 月 06
12 月 不出團

10,   24

$499 起 / 人

逢周五抵達鄭州



特約旅行社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terms & conditions & liabilities, please refer to Great 
Wall Travel Tour Agreement For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itinerary 
and prices without prior notice.
有關報名詳情及旅遊細則，請參閱「長城假期」旅遊協議書。我們保留最後更

改行程及價格的權利。                                                           D.O.I.:10 JAN 2020

備註 Remarks

◎小費及指定自費需要在出團前與團費一并支付。 
◎遊客須全程跟團，若中途脫團，須補離團費用USD$150/人 /天，
門票及其他費用恕不退回。
◎無床兒童不含酒店早餐，請具體諮詢酒店兒童用餐規定及標準
◎在不可預測或根據實際情況，本公司保留對行程次序或酒店做合
理調整之權利。

物和隋唐城遺址文化為基礎，包括千姿牡丹園（四季
均可賞牡丹）、野趣水景園、木蘭瓊花園等 17 個園區，
春賞牡丹，夏賞荷花，秋覽菊花，冬覽梅花，到處流
水潺潺，水鳥紛飛，如詩似畫。
住宿 Hotel：4 ☆牡丹城賓館 / 同級

Day 3 洛陽—鄭州
Luoyang - Zhengzhou

 ( 早 / 午 / 晚餐 ) 
(B/L/D)

早餐後參觀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含往返電瓶車），
開鑿於北魏孝文帝年間，之後歷經東魏、西魏、北齊、隋、
唐、五代、宋等朝代連續大規模營造達 400 餘年之久，
現存窟龕2345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2800餘品，
是中國石刻藝術寶庫。其中最大的佛像——盧舍那佛
像，高達 17 米，規模宏偉、氣勢磅礴，將佛國世界充
滿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達的淋漓盡致，顯示了唐代
雕刻藝術的最高成就。然後前往鄭州。
住宿 Hotel：5 ☆雅樂軒酒店 / 同級

Day 4 鄭州 -（開封）—鄭州
Zhenzhou-(Kaifeng)-Zhengzhou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遊覽【如意湖】位於 CBD 中央公園的中心，
周圍分佈著【河南省藝術中心】、【鄭州國際會展中
心】和【鄭州會展賓館“大玉米”】，都是鄭州的地
標。環湖的木棧道長約千米，為遊人漫步湖畔、休閒
遊憩提供了一個富有情趣的親水平台。湖岸邊林木成
蔭 , 周邊建築飄逸流動 , 清澈的湖水倒映著周圍鱗次櫛
比的高層樓群，成群結隊的魚兒在湖里游弋、跳躍，
令人心醉不已。後參觀【河南博物院】是中國建立較
早的博物館之一，館藏文物多來為商丘、洛陽、安陽、
開封、淅川、三門峽、輝縣、新鄭等地考古發掘的史
前文物、商周青銅器、歷代陶瓷器、玉器最具特色。
之後車赴登封，入住酒店。
午餐後，可參加推薦自費（不參加的遊客可選擇鄭州
市區自由活動半日），乘車前往八朝古都汴京——開封。
開封是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軸線從未變動的都城，
亦清明上河圖的原創地，有 " 東京夢華 " 之美譽。抵

達後參觀【開封府】是北宋京都官吏行政、司法的衙署，
被譽為天下首府。開封府位於包公東湖北岸，與位於
包公西湖的包公祠相呼應，同碧波蕩漾的三池湖水相
映襯，形成了東府西祠、樓閣碧水的秀美景觀。之後
參觀汴京勝景“鐵塔行雲”【北宋鐵塔】，原名開寶
寺塔，因外壁鑲嵌褐色琉璃磚，遠看似鐵色，俗稱“鐵
塔”。鐵塔建成九百多年，歷經戰火，水患，地震等
災害，至今仍巍然屹立，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稱。
這裡的磚雕非常有名，磚上刻有飛天、麒麟、菩薩、
樂伎、獅子等，造型優美，神態生動，堪稱宋代磚雕
藝術的傑作。登塔遠眺，黃河如帶，大地似錦。之後
前往【七盛角】，是一個集時尚購物、特色餐飲、民
宿客棧、娛樂休閒、文化體驗為一體的全仿宋建築文
化休閒街區。這條小巷蜿蜒曲折，兩邊是清一色的仿
古建築，院落、街巷與水岸、湖泊、荷塘、石橋相呼應。
然後參觀【明清街】，【清明上河園】，晚餐後觀看《大
宋·東京夢華》是由實景演出策劃人梅帥元創意，知名
實景演出導演張仁勝執導，中國大型宋文化主題公園
- - 開封清明上河園出品的大型實景水上演出。 《大宋
·東京夢華》首次投資 1.35 億元人民幣，演出時長 70
分鐘，由 700 多名演員參與演出，是中國實景演出的
又一力作。這項演出是一卷關於北宋王朝鼎盛時期的
印像畫卷，是《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的歷
史再現 ※4 月份增加安排洛陽牡丹園（費用已含）
住宿 Hotel：5 ☆雅樂軒酒店 / 同級

Day 5 鄭州—北京
Zhengzhou - Beijing 

早餐後乘火車赴北京（已含鄭州 - 北京高鐵或動車組
二等座），接火車後入住酒店休息，當天自由活動，
不含其他項目，是日午晚餐自理 。
住宿 Hotel：市區豪華 5 星北京麗景灣國際酒店或同級

Day 6 北京
Beijing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天安門廣場 , 毛主席紀念堂 , 進入【國家
博物館】看國寶，全世界最受遊客歡迎的博物館之一，
珍藏著彩繪鸛魚石斧圖陶缸、後母戊鼎、四羊方尊、
大盂鼎等國寶重器，記載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足跡，
是中華兒女傳承歷史、開拓未來的精神家園 . 午餐後
參觀【故宮博物院】,【胡同遊】,【什剎海】, 參觀中
國歷史文化名街【煙袋斜街】，承載著長達 700 年的
城市記憶。什剎海和南鑼鼓巷一帶是北京美食薈萃之
地，有烤肉季、峨眉酒家等老字號，客人請自行享用
各種美食。晚餐後，前往【德云社】聽相聲（此項目
為贈送，因政治、天氣、客人自身原因等不能觀看費
用不退，敬請知悉）德云社由著名相聲演員張文順、
郭德綱、李菁於 1995 年創建，是中國最火熱的相聲社
團。 “到德云社聽相聲”也已經成為北京城一種時尚
文化消費。德云社的相聲大腕或新銳們確實功夫了得，
把相聲藝術的魅力表演得淋漓盡致，時而滿場爆笑不
斷，時而全場鴉雀無聲，氣氛跌宕起伏，聽得痛快淋漓。
住宿 Hotel：市區豪華 5 星北京麗景灣國際酒店或同級

Day 7 北京   
Beijing

 (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八達嶺長城】（只含首道大門票，不含
纜車）, 獨家安排長城裡最美長城，唯一接待有 300 餘
位世界各國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登上過的八達嶺長
城，午餐後，參觀【定陵】（只含首道大門票）, 北京
【奧林匹克公園】( 外觀鳥巢、水立方，不含觀光車或
節目表演 ) 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將是 2022 年北京冬奧運
的主要辦賽場地，將新建冬奧運主要場館國家速滑館，
冰壺項目計劃在“水立方”舉行，男子冰球計劃在國
家體育場舉行
住宿 Hotel：市區豪華 5 星北京麗景灣國際酒店或同級

Day 8 北京   
Beijing

 （早 / 午餐 )
(B/L)

早餐後前往【頤和園】（只含首道大門票，不含坐船）
, 中國皇家園林的恢弘富麗氣勢，又充滿自然之趣，是
舉世罕見的園林藝術傑作 , 午餐後遊覽【天壇公園】 （只
含首道大門票）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最完美的古代
祭天建築群。
住宿 Hotel：市區豪華 5 星北京麗景灣國際酒店或同級

Day 9 北京  原居地  
Beijing Hometown

      （早餐）
（B)

早餐後專車送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PEK）理登機手
續返回原居地城市。帶著美好的回憶返回溫暖的家鄉。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or check out by yourse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