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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特約旅行社精彩項目 (需保證參加)

團費
Tour Fee

單人房差價
Single Supplement  Child Under 5 years old 

without bed
Child 5 - 12 years 

 without bed
Child Under 

12 years with bed

自費項目

Compulsory 
Programs

小費

Tipping

★ 珠江经典景点一次玩个够【餘蔭山房】 【梅溪牌坊】 【寶墨園】

★ 行程輕鬆而豐富、領略廣東新旅遊文化、皇帝般旅遊新體驗

★ 真正的舌尖上的中國，獨家安排各地指定餐飲名店品嚐廣東美食

 【江門陳平風味宴】 【中山紅燒妙齡乳鴿宴】 【廣州點心風味宴】

第1天 抵達廣州 Arrive in Guangzhou
抵達廣州機場,接機後入住酒店休息。

住宿:5星廣州達標國際酒店或同級 Vertical City Hotel or similar or equivalent

第2天 廣州/番禺/江門(早餐/荔枝木燒鵝午餐/古法陳皮風味晚餐) Guangzhou/Fanyu/Jiangmen(B/L/D)
早餐後前往番禺,遊覽清代廣東四大名園之一的【餘蔭山房Yunyin House】,餘蔭山房
吸收了蘇杭庭院建築藝術風格,整 座園林佈局靈巧精緻,以“藏而不露”和“縮龍成寸”的
手法,在有限的空間裏分別建築了深柳堂、欖核廳、臨池別館、玲瓏水榭、來薰亭、
孔雀亭和廊橋等,其小巧玲瓏、古色古香的細密佈局極富藝術特色。午餐品嘗【荔枝
木燒鵝宴Lychee Wood Roasted Goose】,餐後遊覽禦花園【寶墨園Baomo Scenery】[自
費]其中有世界最大清明上河圖陶瓷雕塑、世界最大磚雕的百鳥朝鳳圖、趙泰來珍寶
館等等值得一看的景點。隨後參觀竹炭店,接著前往僑鄉江門遊覽【華僑博物館
Huaqiao Museum】。晚餐品嘗【古法陳皮風味宴Dried Tangerine Flavor Dinner】。

住宿:5星江門逸豪大酒店或同級 Yucca Hotel 5★ or equivalent

第3天 江門/珠海(早餐/紅酒鮑魚風味宴午餐/風味晚餐) Jiangmen/Zhuhai(B/L/D)
早餐後前往珠海遊覽【新圓明新園The New Yuan Ming Palace】 [包括福海、正大光明
殿、西洋樓、十二生肖獸首像],按1:1比例精選圓明園四十景中的十八景修建而成,投
資6億元人民幣,所有建築景觀均按原尺寸仿建。午餐品嘗【紅酒鮑魚風味宴Braised 
Abalone in Red Wine】午餐後遊覽珠海市的標誌【珠海漁女像Zhuhai Fishing Girl】和【
珠海情侶路Zhuhai Lovers’Road】,參觀珠海寶樹堂(Baoshutang),晚餐後觀看【琪澳風
雲Qi Ao Feng Yun Performance】大型表演[自費]。
住宿:5星級中山卓爾巴酒店或同級 Zhongshan Zhuoerba Hotel or equivalent

第4天 珠海/中山(早餐/風味午餐/中山紅燒妙齡鴿宴晚餐) Zhuhai/Zhongshan(B/L/D)
早餐後遊覽早餐後遊覽【珠海大宅門-梅溪牌坊Mexi Memorial Arch】[名人蠟像館(World 
Famous Wax Museum、四川變臉秀(Sichuan Face Changing Show]梅溪石牌坊坐落”陳芳
花園”舊址,位於廣東珠海市前山鎮梅溪村,建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和十七年[1891年]
。現存3座,是光緒帝為表彰清朝駐夏威夷領事陳芳及其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賜建
的。]午餐後遊覽【幸運之山-石景山Mt. Shijing Park】[纜車自理]石景山以千奇百怪的
石景而聞名,山上怪石起伏跌岩,錯落有序,如奔馬絕塵,似眾流歸海,渾然天成一幅百獸
圖,因而取名石景山。遊覽【九州城博物館Jiuzhou City Museum】,隨後欣賞茶藝表演
(Tea Arts Performance)。晚餐【中山紅燒妙齡鴿宴Zhongshan braised young pigeon in 
brown sauce】。

住宿:5星級廣州達標國際酒店或同級 Vertical City Hotel 5★ or equivalent

第5天 中山/廣州(早餐/廣東點心午餐/廣州乳豬風味宴晚餐)Zhongshan/Guangzhou(B/L/D)
早餐後返回廣州遊覽【花城廣場Huacheng Square】和【廣州塔Canton Tower】[外景]塔高
達600米,為國內第一高塔。其頭尾相當,腰身玲瓏細長,又有“小蠻腰”的俗稱。遠眺【月光
寶盒-廣東省博物館Guangdong New Museum】。午餐品嘗【風味廣東點心宴Guangzhou Dim 
sum】午餐後遊 覽千年古寺【六榕寺Six Banyan Tree Temple】,寺內有巍峨的千佛寶塔,原
名舍利塔,是廣州有名的古代高層建築。參觀廣東特色工藝品商店,晚餐【西關乳豬風味
宴Xiguang Roasted Suckling Pig】後,乘豪華船遊覽 【珠江夜景Pearl River Night Cruise】[自費]
之後安排【北京路Beijing Road Walking Street】夜景[自費]。
住宿:5星級廣州達標國際酒店或同級 Vertical City Hotel 5★ or equivalent

第6天 廣州/送機 （酒店早餐）Depart from Guangzhou (B)
早餐後指定時間送往機場,結束美妙的珠江美食6日遊。

舌尖傳奇珠江美食6天

寶墨園｜琪澳風雲表演秀｜珠江遊船｜北京路｜澳門葡式蛋撻｜廣州特色糖水
USD 200/人   2-5 歲小童無表演座位

2014 10月 12·19*·26* 2015 1月 4·10·18·24·31 4月 4·11·18·25 7月 4·11·18·25 10月 3·10·17*·24*·31*

 11月 2*·9·16·23·30 2月 2·28 5月 2·9·16·23 8月 1·8·15·22·29 11月 7*·14·21·28

 12月 7·14·21·28 3月 1·7·8·14·21·22·28 6月 6·13·20·27 9月 5·12·19·26 12月 5·12·19·26

特價團

$99 $150 $0 $99 $199 $200 $60

【團費包括】 豪華酒店 | 優秀導遊 | 行程內指定餐食 | 

                     特色風味餐及首道景點門票

【團費不包括】 國內及國際段任何機票以機場稅 | 一切純屬私人性質的消費 | 

                            導遊司機小費 | 自費項目 | 簽證 | 醫療保險

特價團特殊條款
為保證團隊氣氛和諧,此優惠僅限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公民或綠卡持有者,其
他國籍人士請來電諮詢。
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願。但團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逛店參觀。
旅途中購買的商品品質/價格、售後服務等請與商店或導遊聯繫,均與組團社無關。
遊客必須隨團旅行,不得中途脫團 [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50/人/天]。
接機時間:24小時接機。送機時間:8:00,12:00兩次從酒店出發送機;根據客人航班時間分批
接機,其餘時間需要加收接機服務費。如需接送機服務，必須提前告知航班抵達離開信息。
團費不包括不可預見或無法避免的情況或事件發生時所產生的額外費用。不可預見或無法
避免的情況或事件包括私人需求,航班晚點/取消,戰爭/潛在的戰爭威脅,暴亂,內亂,恐怖主
義活動/實際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自然災害,惡劣的天氣環境等等。
其他未盡事宜請諮詢組團社,凡報名之客人均視為瞭解/接收組團社之旅遊條款。
取消訂位及退款辦法:取消訂位需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辦理,恕不接受口頭取消。無論任
何非本公司原因而導致的取消訂位均会產生罰款。此外,不論在出發日期前多久,如果國際
機票或者中國國内機票已開,則因此產生的全部退票費用,包括各種手續費等也需客人按航
空公司規定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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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reserve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we deem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t deviat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We act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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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交會期間廣州不住市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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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日期僅供参考，以網站更新為準

Update: 11/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