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味『潮汕』客家庄六日 

行程特色： 

品味一個地方，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從“吃”開始…… 

感受潮人潮文化、古韻潮城；參觀中國四大古名橋之一〝湘子橋〞 

逛生態海島，無工業污染；走進舌尖拍攝美食據點-汕頭 

有廣東麗江古城之稱的「客天下景區」 

「坪山千畝梯田」源於元末明清初，坪山梯田一共 1200 多畝，享有 “廣東元陽”的美

譽。(季節性) 

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泰安樓」一大奇觀 客家人的「水立方」(建於清高宗乾隆二十八

年(西元 1764 年)，至今已有約 247 年的歷史，是中國罕見的石方樓圍龍屋) 

 

《特別安排美食》牛肉火鍋、鹵水鵝肉、潮州風味、梅菜扣肉宴...80~100RMB 

極力推介之「萬秋樓」(為梅州唯一一棟以融合中、西建築風格的客家圍龍屋)內享用【正

宗梅菜扣肉宴】 

【汕頭牛肉火鍋】~牛肉吃到飽，手打牛肉丸，肉脆香甜，爽口彈牙。讓您體驗不一樣的

舌尖感受。 

精選行程：  

汕頭【礐石風景區含纜車、陳慈簧故居、韓文公祠、北回歸線標誌塔、總兵府】 

梅州【客天下景區、中國客家博物館、泰安樓、坪山千畝梯田(含電瓶車)、葉劍英故居、

客家文化長廊】 

揭陽【三山國王霖田祖廟、揭陽學宮、進賢門】 

潮州【遠觀湘子橋 (廣濟橋)、開元寺 (含三輪車)、廣濟門城牆(含三輪車) 、潮州古牌

坊（含電瓶車）】 

南澳島【宋井、清澳灣】 

◆潮州，位於廣東東部，東與福建省接壤，

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潮州文化的重要發源

地，素有“嶺海名邦”、“嶺東首邑”等美

譽。潮州有眾多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潮繡、

潮州戲、潮州木雕、潮州菜、潮州功夫茶、

潮州民居等。潮州旅遊資源也極其豐富，有

新舊潮州八景，潮州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著



好味『潮汕』客家庄六日 

眾多遊客前來遊玩。 

◆『湘子橋』位於潮州古城的東門外，初建於宋代,距今已有 800 餘年的歷史。它是中國

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座啟閉式橋樑，以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獨特風格與河北趙州

橋、泉州洛陽橋、北京蘆溝橋並稱中國四大名橋。湘子橋全長 500 餘米，東岸橋墩 13

座，西岸橋墩 11 座。由於“中流警湍尤深，不可為墩”，中間只能用 18 只梭船並排構

成一列橫隊，用鐵索連成浮橋。每遇洪水或要通船，可解掉糸船鐵索，移開梭船，變成

開閉式浮梁橋。這就是“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由來。 

 

體貼安排：每人每天1瓶礦泉水。 

購物安排：全程無購物，讓您盡情旅遊！ 

推薦自費：全程無自費 

 

參考時間 

航空公司 航班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南方航空 CZ8326 桃園機場 汕頭 10:25 11:55 

南方航空 CZ8325  汕頭 桃園機場 08:10 09:25 

CZ行李託運新規定: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每人限一件托運行李(重量以 23公斤為上限) 

第一天  桃園 汕頭 －2H梅州【客天下景區】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領隊辦妥手續後，搭乘豪華南航客機飛往汕頭。 

【客人天景區】其建築風格再現客家建築的精髓，把新客家建築融於山水之中，成為中

國建築文化的一處奇跡，更是一幅優美的中國客家民俗風景畫，小鎮集客家文化、客家

飲食、旅遊、居住、購物、休閒為一體，文化濃鬱，風情醇厚，風景優美，人文景觀獨

具特色，人文傳統悠久，是體驗客家民風民俗的最佳去處。 

 
                                                     宿：★★★★維亞納酒店或

同級 

早餐：自理 中餐：汕頭風味 50RMB 晚餐：梅州酒家 100RMB 

第二天 梅州【中國客家博物館】－2H大埔【泰安樓、坪山千畝梯田(含電瓶車) 】－2H

梅州【葉劍英故居】 

【中國客家博物館】內設 1 個主館和 3 個分館（深入瞭解客家淵源、客家風俗、客家民

居、客家文化、客家精神） 

【安泰樓】位於大埔縣縣城龍崗村，建於乾隆二十八年（西元 1764年），距今已有241年

的歷史，是國內極為少見的石方樓，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已與該縣另一著名客

家圍樓花萼樓一起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當年中國北京申奧成功後，為設計主體比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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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國家體育局邀請了當今國內外著名建築設計大師到國內採風，當來到大埔看到泰安

樓這座石方樓，紛紛驚嘆稱讚為：奇蹟、奇觀、瑰寶。一年後，北京奧運會主要場館建

築設計圖樣中，便有了類似石方樓的建築「水立方」。於是，泰安樓便有了個新稱謂：客

家人的「水立方」。 

【坪山千畝梯田(含電瓶車)】源於元末明清初，距今已有600多年歷史。坪山梯田一共1200

多畝，享有 “廣東元陽”的美譽。梯田密集，形態原始，阡陌縱橫，線條流暢，延綿不

斷，最令人驚歎的千多畝水田僅靠兩條引自3公里外山溪的水渠灌溉。千畝油菜花3月份

是最佳觀賞期。來到了大埔縣大東鎮的坪山千畝梯田，只見眼前上千畝弧線優美的梯田

猶如鋪上了一層金黃色的錦緞，漫山遍野金燦燦的油菜花隨春風搖曳，花香沁人心脾，

陶醉了賞花的遊客。山腳下，是一座座白牆灰瓦的客家民居與千畝梯田相映生輝，好一

幅迷人的畫卷。』（花期或會因天氣變化、敬請留意）~ 

【葉劍英故居】葉劍英故居位於廣東省梅縣雁洋虎形村，建於清代，坐東北朝西南，現

有建築面積350平方米。不少到過葉帥故居的客人都驚歎地說：雁洋是塊“藏龍臥虎”寶

地。不錯，你站在雁洋最高的五指峰上往下看，便可望見兩條白練般的長河環抱著一座

橢圓的個山，而山形似一伏臥體憩的巨虎，而這“巨虎”就是虎形村。葉劍英元帥的故

居，就坐落在虎形山下。 

  
宿：★★★★維亞納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客家大盆菜 80RMB 晚餐：梅菜扣肉宴 100 RMB 

第三天 梅州【客家文化長廊】－2H揭陽【三山國王霖田祖廟、揭陽學宮、進賢門】－1H

潮州 

【客家文化長廊】全長 3000米，由 30段長廊和 30個各具特色的涼亭組成，廊內繪製代

表客家文化精髓的詩文圖畫和客家謎語、諺語等，使遊人對客家文化有進一步的瞭解。 

【三山國王祖廟】位於揭西縣河婆街道大廟村，又稱為霖田祖廟，文獻記載，祖廟始建

於隋代，已有 1400多年歷史，隨著移民風潮，遍佈東南亞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在台灣

有 410多座，信眾達 600多萬人，每年台灣都有不少信徒前往謁祖進香。 

【揭陽學宮】初創於南宋紹興年間（1140 年）的揭陽學宮距今已有 867 年的歷史。主要

經過清嘉慶七年和光緒二年兩次主要的重修。現存的揭陽學宮基本上保存光緒年間修繕

的建築風格。作為舊時揭陽的唯一官學，學宮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肩負著培育科舉

人才的重任。現存的學宮基本上保存光緒年間修繕的建築風格。 

【進賢門】進賢門城樓，俗稱「紅亭」，是揭陽市的標誌性建築。位於中國廣東省揭陽市

榕城區環城路，為揭陽市的一個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類型為古建築，公佈時間為 1993

年。門樓高 16.77米，為純杉木結構。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8F%AD%E9%98%B3%E5%B8%82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9C%B0%E6%A8%99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B9%BF%E4%B8%9C%E7%9C%81
http://www.wikiwand.com/zh-tw/%E5%B9%BF%E4%B8%9C%E7%9C%81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A6%95%E5%9F%8E%E5%8C%BA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9D%89%E6%9C%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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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宏偉臨江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揭西風味 80RMB 晚餐：潮州風味 100 RMB 

第四天 潮州【陳慈簧故居、韓文公祠、遠觀湘子橋 (廣濟橋)、開元寺 (含三輪車)、廣

濟門城牆(含三輪車) 、潮州古牌坊（含電瓶車）、礐石風景區（含覽車）】－1.5H汕頭 

【陳慈簧故居】『陳慈簧故居』陳慈黌故居位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隆都鎮前美村，是由旅

外僑胞陳慈黌家族興建而成。建築風格中西合璧，以傳統的“駟馬拖車”糅合西式洋樓，

點綴亭臺樓閣，通廊天橋，縈回曲折，被譽為"嶺南第一僑宅"。是廣東省省級文物重點

保護單位。2005年被評為汕頭八景之——“黌院惠風”。 

【韓文公祠】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潮州，再到電影“羞羞的鐵拳”拍攝地，也是中國

最早紀念唐代大詞人韓愈【韓文公祠】。（逢週一閉館） 

【遠觀湘子橋】湘子橋即廣濟橋，是中國現有四大古橋之一，在廣東省潮州城東門外，

橫臥在滾滾的韓江之上，東臨筆架山，西接東門鬧市，南眺鳳凰洲，北仰金城山，景色

壯麗迷人。民謠唱曰:"到廣不到潮，枉費走一遭;到潮不到橋，白白走一場"。 

【開元寺(含三輪車)】開元寺中主要有山門殿、大雄寶殿以及甘露戒壇。入寺一道的山

門殿也稱為天王殿，是以佛教密宗的供奉格式來建造，所以不像一般寺廟所設的風雨雷

神四大天王，而是設置在密宗裡的二位守門神─密跡與金剛，也被世人戲稱為「哼哈二

將」。 

【廣濟門城牆(含三輪車)】廣濟門城樓扼潮州古城東西要衝。是潮州城區保存完好的古

建築。它建於明洪武三年（1370年），是一座具有 600多年歷史的古城樓，它與廣州越秀

山上的鎮海樓相毗美。樓分三層，面寬五間，下涵拱門以通內外；仿宮殿式建築，重簷

歇山頂，配以玻璃瓦紅彤壁，朱柱格子窗，畫棟雕樑，顯得雄偉壯觀。 

【潮州古牌坊(含電瓶車)】潮州新八景之一的古牌坊，潮州俗稱“石亭”牌坊，具有無

可估量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據初步查考統計，潮州古牌坊共有 152 座、牌坊街內店

鋪林立，潮州老字型大小、地方特色店鋪鱗次櫛比。多項特點與特色的複合，使牌坊街

被譽為“天下第一牌坊街”。 

【礐石風景區（含覽車）】位於汕頭市的濠江區礐石海南岸，與金平區隔海相望，是廣東

省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區，潮汕地區首批國家 4A級旅遊區，汕頭八景之首。礐石風景區

位於汕頭海灣南面，由沿海臺地和 43座山峰組成，具有海、山、石、洞和人文景觀等綜

合特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85%88%E9%BB%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86%E9%83%BD%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A%86%E9%83%BD%E9%9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9%E9%99%A2%E6%83%A0%E9%A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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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鉑晶大酒店或同級 

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汕頭風味 80RMB 晚餐：鹵水鵝肉 100 RMB 

第五天  汕頭－1.5H南澳島【宋井、清澳灣】－1.5H汕頭【北回歸線標誌塔、總兵府】 

【南澳島】南澳島是廣東省唯一的海島縣，也是汕頭市的唯一轄縣，處於高雄、廈門、

香港三大港口的中心點，背靠汕頭經濟特區，素有“潮汕屏障、閩粵咽喉”之稱。具有

“海、史、廟、山”相結合的立體交叉特色，藍天、碧海、綠島、金沙、白浪是南澳生

態旅遊的主色調。 

【宋井】歷史上，宋井常因潮漲潮落而時隱時現，毫無定數。據說，目前所存的這口宋

井，700 多年來也不過“浮”現過 7 次。1984 年秋，當該井再次“浮”現後，人們採用

定標等方法保留下來，不讓其再“沉”，並修建護井臺加以保護。由此，宋井的開發利

用就揭開了序幕，作為南澳島上一處較有特色的景點，成立了宋井風景區。 

【清澳灣】天然的海水浴場，配以透徹的天際線，被海內外遊客譽為東方夏威夷。 

青澳灣海水透徹，沙質纖細，是南澳島最上乘的海水浴場，也是很多人來南澳島的目的

地。 

相傳海灣上的七座礁石是龍王的七個女兒在青澳灣戲耍，流連忘返而留下的七個金釵化

成的。夜幕時分，浪擊礁石，閃著淡淡的微光成為“七礁纏星”佳景。 

【北回歸線標誌】是中國大陸最東的北回歸線標誌。高 13.6米，由基座、支架和地球模

型三部分構成。基座為天壇式二層平臺，基座頂層中心鑲嵌有一直徑 24釐米的銅圈，表

示夏至日太陽直射點，通過銅圈有一東西向墨石構成的石帶，表示北回歸線；支柱為兩

個“北”字形承重水泥支架，高 8.60米，不論從哪個方向望去，均呈明顯“北”字。 

【總兵府】位於中國廣東省汕頭市南澳縣深澳鎮金山村，現為南澳縣文物保護單位，類

型為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晚餐品嘗周星馳電影《食神》中所描繪的“好吃、新奇又好玩”的潮汕手捶牛肉丸火鍋，

牛肉丸對於潮汕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食物了。手打牛肉丸，肉脆香甜，爽口彈牙。讓

您體驗不一樣的舌尖感受。  

 
宿：★★★★鉑金大酒店或同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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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酒店內活力早餐 中餐：精緻合菜 80RMB 晚餐：卡拉爾牛肉火鍋 100 

RMB 

第六天  汕頭  桃園 

早晨帶著滿滿的回憶、愉悅的心情專車前往機場，由專人辦理離境手續，搭機返桃園國

際機場，回到溫暖的家。 

宿：★★★★★ 溫暖的家 

早餐：酒店餐盒早餐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出發日期:  04 月 4.20.25 日 05 月 9.25 日 06 月 6.22 日  

報價(可以刷卡):現特惠價 225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現金報價:現特惠價 21900 含稅不含證照小費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曾朝貴 

           02-27408688   0910244895 

(10491) 台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8 號 6 樓之 3 

品 保 會 員 1510 號  交 觀 甲 字 第 6779 號

 www.welcometour.tw         

(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營業部 (銀行代碼 102)  

帳號:0103000066349 中中來旅行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