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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遊學遊學遊學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天數天數天數天數 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早早早早 午午午午 晚晚晚晚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第一天 香港 ���� 北京 - 四合院遊胡同 - 北京圖書大廈 � � � 北京 第二天 國家升旗禮 - 天安門廣場 - 人民大會堂 - 人民英雄紀念碑 -  頤和園 - 圓明園 
� � � 北京 第三天 學校交流活動 - 故宮博物院 -玉府井大街 � � � 北京 第四天 萬里長城 - 八達嶺 - 鳥巢 - 水立方 � � � 北京 第五天 天壇 - 北京大學  北京 ���� 香港 � � �  

 

遊學遊學遊學遊學專題專題專題專題: (根據學校是次遊學主題決定根據學校是次遊學主題決定根據學校是次遊學主題決定根據學校是次遊學主題決定) 

� 本機構承辦各大專、中學和小學境外遊學團，透過不同設計遊學行程，讓師生在外界環境中學習，在通識教育、地理歷史、文化藝術、環保生態等各個領域中提升個人成長及人際關係，使新一代在遊學過程中，活學活用各類知識、創新思維，發展潛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費用已包括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膳食、住宿、所有部份景點入場門票及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機場稅、航空保險附加費、燃油附加費及其他稅項。 
� 自費節目以地收費為準。 
� 行程、膳食及住宿次序如有改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 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有效期之證件。 
� 所有詳情請參閱報名需知、旅遊細則及責任問題條款及各項收費一覽表。 
� 每團均會安排專業團長， 及具備專業外遊領隊隨團資格。 
� 以上細則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每團均可自定行程、住宿、參觀之學校等，根據是次遊學目的及需要而作出不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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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天天天天::::            00008888::::33330000    13131313:30:30:30:30    11114444::::00000000                            11116666::::33330000                    19191919::::33330000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於機場集合。乘飛機前往北京 抵北京辦理過關手續 前往四合院四合院四合院四合院遊胡同，四合院就是由北房、南房、東房、西房四面圍合，各房之間用牆來連接起來形成的封閉式院落，使建築形成一個“口”字形。 北京四合院作為老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築形式，馳名中外，世人皆知。 北京的四合院歷史悠久。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規模規劃建設都城開始，四合院就與北京的宮殿、衙署、街區、坊巷和胡同同時出現了。北京傳統四合院住宅大規模形成由元朝開始。明清以來，北京四合院雖歷經滄桑，但這種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經形成，並不斷完善，更適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四合院形式。 再前往北京圖書大廈北京圖書大廈北京圖書大廈北京圖書大廈遊覽，北京圖書大廈坐落在繁華的西單商業區，這座造型獨特的建築為西單商業區增添了一縷濃郁的書香。這座大廈，地下 3 層，地上 8 層，是全國規模最大，管理最先進的圖書零售店。一至四層共 1．6 萬平方米的大廳陳列著圖書、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 14 萬餘種，大廈內還設有閱覽室、音像世界、兒童知識樂園、咖啡廳、快餐廳等多項服務設施。大廈圖書進、銷、調、存全面納入電腦管理。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對精神食糧的需求。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00006666::::00000000    00007777::::00000000    08:08:08:08:00000000                    09090909::::33330000                11110000:3:3:3:30000                    12121212:3:3:3:30000    13:3013:3013:3013:30                    17:017:017:017:00000                19:3019:3019:3019:30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觀看國家升旗禮國家升旗禮國家升旗禮國家升旗禮(時間是北京天文台因應當日的日出及日落而家，每天都會有差異)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安門廣場安門廣場安門廣場安門廣場參觀，天安門廣場位在北京市的市中心，因廣場北方的大門而得名，可容納百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建於西元 1417 年，原名為承天門，至西元 1651年改建後才稱為天安門，從初建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整座建築表現出一種皇權至尊的威嚴；天安門廣場每天日出時會有國旗班戰士們升旗的儀式，這已經成為北京的一大景觀。節假日晚上 12 點之前天安門廣場華燈齊放，遊覽廣場夜景也是很好的選擇。 前往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參觀，人民英雄紀念碑莊嚴宏偉的雄姿，具有我國獨特的民族風格。在廣場中與天安門、正陽門形成一個和諧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築群。紀念碑總高 37.94 米。浮雕高 2米，總長 40.68 米，共有約 170 個人物形象，概況而生動地表現出我國近百年來驚天動地地革命史實。碑身兩側裝飾著用五星、松柏和旗幟組成地浮雕花環，象征人民英雄的偉大精神萬古長存。 再前往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遊覽，人民大會堂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及北京東城，高 46 米，長 336 米，寬206 米。其建築面積為 17萬平方米，為世界雄偉建築之一。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和人大常委會辦公的地方，亦是是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分景點，完全由中國人自行設計建造，僅用 10 個月竣工，是我國建築史上的一大奇蹟。其中著名的萬人大會堂可容納一萬人。整座大會堂的屋檐均用彩色琉璃制品鑲嵌，顯得庄嚴宏徫、朴素典雅的民族風格和現代化建築的非凡氣派。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前往頤和園頤和園頤和園頤和園遊覽，頤和園位於北京的西北郊，前身叫清漪園，於清朝乾隆時期(1750 年)修建完成，1860 年清漪園被英法聯軍焚燒，1888年慈禧太后動用 3000萬兩重建，花了 10 年時間竣工並改名為頤和園，成為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所在；頤和園佔地 290 公頃，其中水面就佔了 3/4 面積，利用萬壽山、昆明湖當基底，以杭州西湖的風景當藍圖，融合中外各地建築精華的建築風格建造的天然山水園，也是一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園林。 再前往圓明園圓明園圓明園圓明園遊覽，圓明園位於北京市西郊、海淀區東部，占地約 5200 畝，園內風景秀麗、美不勝收，是中國園林藝術的典範，為中國最大的遺址公園；圓明園的名稱喻意深遠，「圓」是品德周全完美之意，「明」指明智、明達之意，可看出康熙皇帝對後代子孫們的希望及勉勵；圓明園的歷史人文風情吸引不少來北京旅遊的遊客前往參觀，是北京市的熱門觀光景點之一。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天天天天::::            00007777::::45454545    08:08:08:08:33330000    12121212::::30303030    13:3013:3013:3013:30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當地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前往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參觀，故宮博物院絕無僅有的獨特藏品，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紫禁城木結構宮殿建築群。它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所在，也是全人類的珍貴文化遺産。如今，昔日皇宮禁地那佔地 78 萬平方米的重重宮闕，既是收藏明清皇室珍寶的巨大寶庫，也是記載明清宮廷歷史的鮮活檔案。因此，故宮博物院的生命線，就依附在紫禁城宮殿中，順著它的文化脈絡生長、延伸。走進故宮博物院，您沿中軸線前行，從起伏跌宕的建築樂章中可以感受盛世皇朝的博大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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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777::::00000000                    19:3019:3019:3019:30    
懷；可以透過東西六宮精巧的陳設和內廷園囿雅致的格局，捕捉宮廷生活的溫婉氣息；可以從養心殿東暖閣捲起的黃紗簾中，追溯百年前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的歷史滄桑。 再前往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大街遊覽，王府井大街算是北京最熱鬧的大街，位於北京市東城區、長安東街北側和紫禁城東邊，是具有百年歷史的著名商業區，由南向北全長大約 810 公尺，聚集著 70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店，是北京少數的步行商業街，享有「金街」的美譽。王府井大街上有許多各具特色的商店及建築，如東安市場、新華書店、百貨大樓及王府井小吃街等，讓您感受北京繁華熱鬧的一面。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天天天天::::            00007777::::45454545    08:08:08:08:33330000                                13:313:313:313:30000    14:3014:3014:3014:30                    16:3016:3016:3016:30                19:3019:3019:3019:30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早早早早餐餐餐餐    前往萬萬萬萬里長城里長城里長城里長城參觀，萬里長城東起河北山海關、西至甘肅嘉峪關，全長約 6000多公里，素有「地扼襟喉趨溯漠，天留鎖鑰枕雄關」之譽，建於戰國時期，歷經秦、漢、明等朝代的擴建，是世界上修建時間最長，也是中國史上重要雄偉的國家軍事性防禦工程之一；萬里長城是全球少見的巨型結構，除了在軍事上有重要的功能以外，更是中國氣候、地域、農物的天然分界點，在 1987年長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壯觀的建築與寬闊的景象成為北京旅遊的熱門觀光景點。 八達嶺八達嶺八達嶺八達嶺是位於北京市延慶縣內臨近居庸關的一個山峰,最高點 1015米。 地處於北京西北。八達嶺最著名的是它的長城。萬里長城八達嶺段建於 1505 年(明朝弘治十八年),東窄西寬,有東西二門,南北兩面各開一豁口,接連關城城牆,臺上四周有磚砌垛口。 午午午午餐餐餐餐    前往北京國家體育場北京國家體育場北京國家體育場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鳥巢鳥巢鳥巢))))參觀，北京國家體育場的外形是以眾多鋼鐵不規則地「編織」而成，外形如一個鳥巢般，因此又稱為鳥巢體育場，而鋼架的空隙拉上半透明的充氣薄膜，既可防水又可讓滲進陽光，達到減少用電的目的。國家體育場工程為特級體育建築，主體結構設計使用年限100 年，耐火等級為一級,抗震設防烈度 8 度,地下工程防水等級 1級。主體鋼結構形成整體的巨型空間馬鞍形鋼桁架編織式“鳥巢”結構。 再前往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北京國家游泳中心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水立方水立方水立方))))參觀，北京國家游泳中心是 2008年北京奧運主要的水上項目比賽場館,奧運期間會用作游泳、水上芭蕾舞與跳水賽事之用。外貌極具科幻感的「水立方」,是首個將「氣泡理論」應用於實物的建築物，外牆分佈由三千個不規則的氣枕，猶如一個個「水泡泡」，看來像個水藍色的透明「大冰塊」。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午午午、、、、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 : :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三星級酒店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天天天天::::        07:07:07:07:45454545    00008888::::30303030                    12:3012:3012:3012:30    13131313::::33330000            16161616:30:30:30:30    21212121::::45454545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前往天壇公園天壇公園天壇公園天壇公園參觀，天壇公園位於北京市崇文區、紫禁城東南方，建於明永樂十八年，是明清兩朝皇帝祭天和祈禱五穀豐收的地方，天壇於 1918年開闢為公園、正式對外開放，園內被柏樹環環包圍，是北京城南的一座大型園林；1961年天壇公園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在 1998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可見天壇在世界各國皆擁有極大的聲譽，也是來北京的重要旅遊景點之一。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前往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參觀，北京大學的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以及國家重點學科、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數目,均居全國高等院校之首。北京大學自蔡元培時代以來,一直注重科學研究,是中國科學研究重地,科學氛圍濃厚。 抵北京機場辦理過關手續返港 安抵指定地點解散 膳食膳食膳食膳食: : : : 早早早早、、、、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