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五日遊~~ 
 

   

參考航班: 
日期 航段 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中華航空 CI 909 桃園機場-香港機場 10：40 12：40 

 中華航空 CI 522 廣州白雲機場-桃園機場 17：30 19：40 

第一天 桃園/香港  港珠澳大橋─廣州 

【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大嶼山、澳門和廣東省珠海市的大型跨

海通道，於 2009年 12月 15日動工，2018年 5月 23日完工，2018

年 10月 24日上午 9時通車；設計壽命為 120年。現為世界上最長

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大橋全長 55 公

里，主橋全長約 29.6 公里。為橋隧結合結構，包括一條長約 6.7

公里的海底隧道及四個人工島。其中，海中橋隧主體工程（粵港分

界線至珠海和澳門口岸段）由粵港澳三地共同出資建設；海中橋隧工程香港段（起自香港國際機場人工

島，止於粵港分界線）由香港方面建設，三地口岸和連接線由三地各自建設。 

早餐 午餐 晚餐 

X 機上餐食 粵菜風味 RMB 60 

住宿: ★★★★克萊頓酒店 或 同級 

第二天 廣州-韶關【丹霞山+纜車、南華寺】─廣州 

【丹霞山】此公園總面積 319 平方公里，被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中

國最美麗的地方」之一，丹霞地貌屬於紅層地貌，「紅層」指的就

是在中生代侏羅紀至新生代第三紀沉積形成的紅色岩系，稱為「紅

色砂礫岩」。世界上丹霞地貌主要分佈在中國、美國西部、中歐和

澳大利亞等地，其中中國丹霞山面積最大。丹霞山地質公園內有

許多大大小小大約 990 多個景點，有「石峰」、「石堡」、「石柱」、

「石牆」等等地質景觀，除了之前所介紹的「天下第一奇石「陽，

陰元石」以外，還有「群象出山」、「天柱石」、「茶壺峰」等等天

下名勝，多到你走三天三夜也逛不完，目前有對外開放的長老峰、翔龍湖、錦江長廊、陽元山、韶石

山五個遊覽區。 

【南華寺】南華寺，又稱南華禪寺，曾名「寶林寺」、「中興寺」、

「法泉寺」等，位於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馬壩鎮南 4 公里處的曹

溪畔，俗稱曹溪寺，距離韶關市南約 22 公里。是中國佛教名寺，

「廣東六大名寺」之一，也是中國最著名的寺院之一，是禪宗六

祖惠能宏揚「南宗禪法」的發源地，故稱「六祖祖庭」， 俗稱曹

溪祖庭。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中式合菜 RMB60 中式合菜 RMB60 

住宿: ★★★★克萊頓酒店 或 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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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廣州-佛山【祖廟、黃飛鴻紀念館、嶺南天地】─餐敘 

 

 

 

 

 

 

 

【祖廟】位於中國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祖廟路，是一座供奉道教玄天大帝的神廟。整個佛山祖廟建築群

由祖廟、孔廟、碑廊、陳列館和園林組成，與黃飛鴻紀念館相通，占地 18600 平方米，現為全國重點文

物保護單位、廣東省文明旅遊區示範點、佛山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祖廟建於北宋元豐年間（1078年-1085

年），歷經 20多次重建和擴建，現存以萬福台、靈應牌坊、錦香池、鐘鼓樓、三門、前殿、正殿、慶真

樓等明清建築為主，具有典型的嶺南建築風格。萬福台是廣東現存最華麗精巧、嶺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古

戲台，見證粵劇發展歷史。 
【黃飛鴻紀念館】坐落在佛山市中心，就在著名旅遊景點－祖廟的北側，總佔地面積五千多平方米。整

個黃飛鴻紀念館為兩層兩進深三開間仿清代鑊耳式建築風格，內設陳列館、影視廳、演武廳、演武天井

等。 其中館內陳列擺設介紹黃飛鴻的生平事跡，全面展示了近 70年來圍繞黃飛鴻而產生的各種文藝作

品以及上千件珍貴文物。還不少是由海內外有關人士的為紀念館提供、捐贈千餘件。  

【嶺南天地】該項目的總體規劃顧問為美國 SOM公司（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 LLP）。其中新

天地商業街由本傑明.伍德設計，巴馬丹拿深化。佛山嶺南天地項目保留佛山風情風貌，充分挖掘佛山

粵劇之鄉、陶藝之鄉、武術之鄉、美食之鄉的歷史文化特色，同時融合時尚元素和現代化設施，為佛山

精心打造一個優質的市中心綜合發展項目。該項目參考“上海太平橋地區重建項目”的發展模式，其開

發內容包括住宅、辦公樓、零售、酒店﹑餐飲、娛樂、旅遊及文化等多功能設施。該項目還借鑒了上海

新天地石庫門建築的成功改造經驗，運用現代化的手法保護改造祖廟東華里片區內具有典型嶺南民居建

築風格的優秀歷史建築，使商業開發與歷史建築無論在外觀形態和內涵等各方面都做到彼此呼應，相得

益彰。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中式料理 RMB60 佛山風味 RMB 60 

住宿: ★★★★銀濠假日酒店 或 同級 

第四天  佛山-廣州【陳家祠、海心沙公園、外觀廣州塔(小蠻腰)、珠江夜遊】─餐敘 

 

 

 

 

 

 

【陳家祠】陳家祠是集嶺南歷代建築藝術之大成的典型代表，包括前院、西院、東院及後院，占地

15,000 多平方米。其建築深三進，廣五間，由 9 座廳堂、6 個院落、10 座廂房和長廊巷組成，建築

中心是高達 14.5米的中進主殿「聚賢堂」。整個建築根據中國古建築形式美的原則，把眾多大小不同

的建築物巧妙地組合布局在平面方形的建築空間裡，前後左右，嚴謹對稱，虛實相間，極富層次。長

廊、青雲巷使整個建築四通八達，庭院園林點綴其中，形成各自獨立而又相互聯繫的整體。 

【海心沙公園】作為珠江新城核心區軸線的端點，海心沙島也是廣海心沙的一個交點：東西向是珠

江這條見證廣州兩千多年古城風雨的歷史軸線，南北向是廣州面向未來發展的南北向新城市中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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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延伸，是西塔、省博物館等廣州新標誌性建築、一直向北是 2010年亞運會的主會場～天河體育

中心，猶如一個高腳的獎杯形狀。小島四面環水，沒有圍牆，此外，海心沙所處的珠江兩岸高樓眾

多，除了一些高級辦公大樓外，還有不少臨江豪宅。  

【廣州塔-小蠻腰】又稱廣州新電視塔，昵稱小蠻腰，坊間稱扭紋柴或針筒，位於廣州市海珠區藝洲

赤崗塔附近地面，海拔高程 600米，距離珠江南岸 125米，與海心沙島及珠江新城隔江相望。是一座

以觀光旅遊為主，具有廣播電視發射、文化娛樂和城市窗口功能的電波塔，為 2010 年在廣州舉行的

第十六屆亞洲運動會提供轉播服務。廣州塔由上海建工集團負責施工，在 2009 年 9月竣工。並於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對公眾開放。廣州塔竣工後的整體高度達到 610 米（後削減天線 10 米），其中塔

身主體 454 米，天線桅杆 146 米，成為廣州的新地標。但這一高度在 2012 年 3 月 1 日，被日本東京

晴空塔（634米）的世界第一高塔超越。此外，廣州塔比世界第一高樓哈里發塔（828米）矮 228米，

在世界最高的獨立構築物列表中排名第 5。 

【珠江夜遊】全長為 2129公里，為中國的第三大河，珠江之名來自於「海珠石」，當千里珠江流經廣

州時，在江中形成一個巨大的石島，石島長期被江水沖刷，變得圓滑光潤如同珍珠所以被當地人稱為

「海珠石」，因此座落該石的河流便稱之為「珠江」。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中式料理 RMB60 西關風味 RMB 60 

住宿: ★★★★克萊頓酒店 或 同級 

第五天  廣州【越秀公園、上下九步行街】-台北 

    

 

 

 

 

 

 

【越秀公園】由主峰越井崗和鄰近的桂花崗、木殼崗、鯉魚崗等 7座山和北秀、南秀、東秀等 3個人

工湖組成，廣州越秀公園海拔約 70公尺、佔地約為 86萬平方公尺，面積廣大且視野遼闊，與白雲山

構成廣州北部的屏障；越秀山昔日稱為粵秀山或越王山，明朝時音山頂曾建立一座觀音閣因此也稱為

觀音山，從中國元朝時期開始越秀山即為羊城佳景，依山傍水的亭園景觀和植被層次錯落有致，還有

許多文物古蹟成為廣州十分具有特色的生態旅遊公園，不僅是廣州市著名的 AAAA 級旅遊景點，公園

內的鎮海樓和五羊石更列為廣州市十大旅遊美景。 

【上下九步行街】中國廣州市荔灣區西關的上九路、下九路、第十甫路步行街的合稱。在 1995 年 9

月 30 日正式成為商業步行街。其實際涵蓋範圍包括上九路、下九路、第十甫路、寶華路、康王路等

路段。上下九步行街為著名的「西關商廊」，也是舊城區最繁華的地段之一。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 中式料理 RMB60 機上餐食 

住宿: ★★★★★★溫暖的家 

 
正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allnew-tour.com 
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段 54號 9樓 

TEL：（02）2521-7277   FAX：（02）256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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