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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參考】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11/30 六 長榮航空 BR829   高雄機場  08:45  澳門機場  10:30  

2019/12/03 
 

二 長榮航空 BR836   澳門機場  20:00  高雄機場  21:30  

或 
日期 星期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機場 起飛時間 抵達機場 抵達時間 

2019/11/30 六 澳門航空 NX657   高雄機場  09:55  澳門機場  11:30  

2019/12/03 二 澳門航空 NX658   澳門機場  18:10  高雄機場  19:55  



住宿安排~准5珠江國際酒店或同級 
 
• 2人1室(二張單人床房型) 

• 【珠江國際酒店】珠廣州珠江國際酒店位
於廣州市海珠區逸景路珠江國際紡織城，
是中大布匹商圈內豪華商務酒店。酒店交
通便利，距琶洲會展中心10分鐘，距廣州
長隆旅遊度假區15分鐘車程，距地鐵二號
線、八號線5分鐘車程。廣州珠江國際酒店
擁有各類寬敞優雅的豪華商務， 全面覆蓋
免費無線網絡連接，設有現代化健身中心 

 

 

 

大陸地區酒店因官方批準星等評比時間較長或酒店本身不想申請星等，
但其酒店建造、服務等格局都依星級酒店標準，遇此狀況酒店將用【準
／☆】字自來代表，如造困擾，敬請見諒！ 





住宿安排~準5星珠江国际酒店或同级 
 

• 【萬泓國際酒店】位於廣州市番禺區核心
地段，毗鄰番禺萬達廣場，生活配套齊全，
外出購物、就餐方便。集商務、辦公、度
假、休閒、娛樂、餐飲和客房等綜合型為
一體的現代化酒店，精心打造了百餘間不
同類型的舒適客房及套房，配備容納300人
的國際會議中心，多個大小不同的智能化
會議廳，可滿足多種不同規格的商務會議
和私人聚會。，除配置高檔優雅的商務型
KTV俱樂部，更有集SPA 





DAY1 –11/30 高雄/澳門/珠海/廣州 

• 澳門專車 / 拱北口岸入境  

• 專車往廣州 

• 乘全國首列旅遊觀光-醉觀光主題有軌電車/
沿著花海江畔.穿梭新城地標.一覽花城旖旎.
領略廣州新貌.晚 

• 豪華船遊珠江 







G94珠三角环线高速 

廣州，又稱「羊城」，是嶺南文化的代表地 



G94珠三角环线高速 

廣州，又稱「羊城」，是嶺南文化的代表地 



乘全國首列旅遊觀光 
-醉觀光主題有軌電車 

首列旅遊觀光講解列車 





兩塔·廣州塔、琶洲塔 



廣州的城市名片「最美7.7公里」 



晚上 豪華遊船遊珠江 

• 珠江既是廣州的母親河，也是廣州的地標，孕育並見證
了廣州的成長和發展 

• 倘若不遊珠江沿岸的文化史蹟，可以說，就未曾真正游
覽過廣州 

• 登上豪華的遊船，在華燈初上時出行，感受羊城的繁華
夜色和獨特魅力 

• 想要間快速領略廣州的美！珠江包括了東江、西江和北
江等支流，匯合至廣州河段。夜幕降臨時，兩岸璀璨的
燈光映照在江面上，流光溢彩隨著江面一起蕩漾，景色
十分迷人。乘船沿江行駛，可以觀賞到珠江丹心、廣州
塔等著名景點，還有南方大廈、愛群大廈、廣州賓館、
華廈大酒店、江灣大酒店、二沙海珠廣場花園、沙面洋
房建築等文化歷史景點，廣州的城市美景盡收眼底 
 











DAY2 –12/01   廣州 

• 廣州新貌（二沙島.珠江新城.中信廣場.東站
廣場等） 

• 廣州/亞運會開閉幕式場地-海心沙亞運公園. 

• 世界第一高塔-廣州新電視塔(含上塔). 

• 廣州歌劇院~外觀 

• 廣東省博物館. 

• 花城廣場.黃花崗.大元帥府.沙面公園. 

• 北京路步行街 + 廣州夜景 



廣州新貌~花城廣場 

廣州城市的新中軸線廣場，在亞運會開幕前被正式命名
為「花城廣場」， 花城廣場位於位於黃埔大道以南、華
夏路以東、冼村路以西、臨江大道以北，廣場最寬處250
公尺，總面積約56萬帄方公尺，是人民公園面積的8-10
倍。周邊規劃建有39幢建築，目前，少年宮、大劇院、
圖書館、博物館等8幢已建成。 
廣場地面建有人造景觀湖區，大型噴泉、燈光廣場，冷
霧降溫系統，並種植600多棵大樹。在花城廣場的北端，
有5個花島，其中3個為櫻花島，2個為桃花島，配上柳樹，
以植物的多種類襯托花城美譽，營造桃紅柳綠的意境。
將打造成廣州面積最大、品種最多、造型最美、花城特
色最鮮明的花卉觀覽場所，做到四季花開、群芳爭艷，
擦亮花城品牌。 

 
 









亞運會開閉幕式場地-海心沙亞運公園 

• 總佔地面積約17.6萬帄方公尺，因2010廣州亞
運會開幕與閉幕式在這裡舉行，而從默默無聞
搖身一變成為廣州的新地標。 
作為珠江僅有的幾個小島之一，海心沙一直被
定位為生態和休閑之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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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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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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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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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東京晴空塔（634米）
的世界第一高塔超越。，廣州塔比世界世界最高
建築——2010年落成的哈里發塔（828米）矮228
米 



433米 
白雲星空 







世界之最 

• 最長的空中漫步雲梯：蜘蛛俠棧道位於168米至
334.4米處，1088級階梯圍繞塔身核心筒螺旋向上，
全長約1000米，是全球最長的空中漫步雲梯； 

• 最高的旋轉餐廳：424米高的餐廳可容納400人就餐； 

• 最高的4D影院； 

• 最高的露天觀景台：高450米，面積為54米×40米，
有半個足球場大； 

• 最高的橫向摩天輪：在450米露天觀景平台外圍，
增設一個橫向的摩天輪，可以乘坐摩天輪一覽廣州
全景。 

 



天梯：天梯是世界最長的螺旋式空中雲梯，1096級階梯圍繞
塔身核心筒螺旋而上，遊客能從不同角度細細品味羊城美景。 













大元帥府 



北京路步行街 

在廣州這條最古老的街道之一，殺價的購物樂趣，同時探訪古
蹟名勝。生氣勃勃、人山人海又步調緊湊的北京路，是廣州市
中心繁忙的商業街道。它一直是一條貫通本城多數歷史的主要
幹線。 
 
在這個禁行車輛的區域中，值得逛的商店，設計師品牌精品店、
珠寶店、書店、超級市場，以及販賣當地特產 (如刺繡、雕塑品
和青草茶等) 的商店。在這些獨立商店中，可盡情喊價。 
 
建議您繞路逛逛從北京路分支出去的一些小巷道。有許多商店
販賣便宜的服飾。稍後，不妨穿越水舞拱門享受沁涼；這是由
兩列小型噴射水柱所形成的拱門。 
地下考古遺址，透過腳下的玻璃板，可看到宋代 (西元 960 至 
1279 年) 的街道遺跡。南越國宮署遺址 與秦代造船遺址 
 
叫賣小販的集散地。他們有時相當堅持不懈，所以如果您對他
們販賣的商品沒有興趣，請務必禮貌但堅定地表達拒絕。 
 

 







DAY3 –12/02   廣州/番禺/廣州 

• 光孝寺.午餐後進長隆野生動物園.  

• 晚觀長隆大馬戲-魔幻傳奇 



光孝寺 

• 羊城八大古蹟之一，最初是南越王趙佗第三代子
孫趙建德的住宅，三國時期住宅改為廟宇，命名
為制止寺。東晉時西域名僧來廣州傳教，在寺中
修建了大雄寶殿，唐朝時改名為報恩廣教寺，南
宋時期改名為光孝寺。 

• 唐儀鳳元年（676年），高僧慧能曾在該寺的菩提
樹下受戒，後為禪宗六祖，使光孝寺在中國的佛
教歷史上建立了重要的地位。歷史悠久的光孝寺，
除高僧慧能外，南北朝時天竺高僧達摩和唐代高
僧鑒真禪師都曾在此講學，更使光孝寺名聲遠播。 
 
 







全世界動物種群最多、最大的野生動
物主題公園— 廣州長隆野生動物世界 
隸屬國家級5A旅遊景區長隆旅遊度假區，地處廣
州番禺。公園以大規模野生動物種群放養為特色，
集動、植物的保護、研究、旅遊觀賞、科普教育
為一體，具有國際水準的國家級野生動物園，是
全世界動物種群眾多、大型野生動物主題公園。
園區生活著以“十大世界珍稀動物國寶”為代表
的500多種珍稀動物，包括中國的大熊貓、澳大
利亞的樹熊（考拉）、南非獴哥、泰國亞洲象、
馬來西亞馬來貘、獅子山倭河馬等等……這些世
界珍奇動物在長隆野生動物世界一流的繁育保護
技術下開枝散葉，成為世界重要的野生動物繁育
保護基地 

 





長隆國際大馬戲  
感受世界頂級奢華馬戲 -魔幻傳奇 

位於全國首批5A景區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擁有
全球首創實景式馬戲舞台，數千萬巨資打造極致
奢華的尖端舞美科技，和數億巨資建造的全世界
最大的馬戲表演場，能容納近8000名觀眾同時觀
看，每天晚上7點半上演，目前演出已經超過
5000場。全球頂尖的舞台設施和主題節目，自然
少不了龐大的國際化演藝團隊，擁有來自20多個
國家，橫跨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共300餘名
的馬戲精英同台演繹。此外，還有多達40餘種
500多只珍奇動物與馬戲的精英們同台獻技 











DAY4 ~12/03  廣州/澳門/高雄 

• 沙灣古鎮.  

• 午餐後中山市孫中山故居 

• 前往珠海, 

• 拱北口岸出境至澳門.豬扒包+飲料 專車 



沙灣古鎮 
• 位於廣東番禺，只是一座典型的嶺南小型古
鎮，並不具備有周莊、鳳凰、烏鎮的那般氣
派、古樸、繁華，因地處古海灣半月形的沙
灘之畔而得名 

• 建於南宋，是一個有着800多年歷史的嶺南
文化古鎮，形成並保留了以傳統歷史文化和
民間文化為主體的嶺南文化 

• 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廣府文化的代表之一，
目前有大量祠堂、廟宇等古建築和商業遺址、
民居遺址被保存完整。 
 
 
 
 











孫中山故居 
 以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為主體的紀念性博物館，建於1956年11月，

主體有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生帄事迹展覽和翠亨民居展覽等。
該館行政隸屬中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2008年5月，被國
家文物局公布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一幢磚木結構、中西結
合的兩層樓房，並設有一道圍牆環繞着庭院。故居正門南側有
宋慶齡手書的“孫中山故居”木刻牌匾。孫中山故居外表仿照
西方建築。樓房上層各有七個赭紅色裝飾性的拱門。孫中山故
居紀念館(20張)屋檐正中飾有光環的灰雕，環下雕繪一隻口銜
錢環的飛鷹。樓房內部設計用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式，中間是正
廳，左右分兩個耳房，四壁磚牆呈磚灰色勾出白色間線，窗戶
在正梁下對開。居屋內前後左右均有門通向街外，左旋右轉，
均可回到原來的起步點。正門上有一副對聯：“一椽得所，五
桂安居。”是樓宇落成后孫中山親筆撰寫的。庭院右邊設有一
口水井，水井的周圍（約32帄方米）是孫中山誕生時的舊房所
在地。 









• 各地美食:粵菜風味/<餐標人民幣50元/人 

•  特殊餐推薦-廣州馳名點心風味宴/(任點任吃) 

• 價格: 10-16人  NTD  29,000元   

• 16-20 人 NTD  26,000元 

• 單房差 3,000元 /人 

• 無購物 無自費 含小費 不含簽證.護照 

•  以上價格已經分攤70歲以上老人優惠票，價
差如產生，恕不退還優惠票價差。 
 

訂金 5,000 



特殊餐食   ~ 請告知 

• 早齋  全素  奶蛋素  回教餐  

• ※素食者貼心小叮嚀：素食的旅客，大陸
地區素食料理烹飪技術與台灣相差甚鉅，
餐廳均以簡單的炒青菜2~3道為主為主，菜
色比較簡單且無變化，請先自行準備素食
罐頭(需托運)、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保  險 

• 每人200萬元意外死殘責任險 

• 20萬元意外醫療險。 

• 保險期間:指旅遊團員自離開其居住處所開
始旅遊起，至旅遊團員結束該次旅遊直接
返回其居住處所，或至被保險人所申報保
險結束日期晚上12時為止，以先發生者為
準 



須備證件 

• 護照效期需滿6個月~   2020/  5月 
• 辦理台胞證相關說明：(2017/7/1公佈實施相關規定) 
• 護照正本 
• 身份證正反影印本一份 
• 2吋白底彩色照片一張(6個月內的近期照，人像自頭
頂至下顎之長度介於3.2至3.6公分，與護照規格相
同。最好不可與護照及身份證相同，敬請注意！)  

• 未滿16歲申請者，需附監護人身分證影本，並備註
關係 

• 辦件費用NT1,700元 
• 工作天約8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