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廣州、深圳、珠江嶺南風情 

參訪交流團活動簡章 
一、活動主題：為加強推動兩岸文教交流以及增進學生的視野與人文素養，活

動內容以廣東鄉土風情和風俗文化為基礎，了解當地的精神風貌，同時促

進與大陸師生的交流合作，於學期中赴大陸參訪、研習之營隊。 

二、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大陸文教處。 

三、活動時間及地點： 

2017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共計 5 天，於廣東省各地。 

四、行程概要： 

參觀廣州中山紀念堂、嶺南印象園、廣東省博物館、孫中山故居、廣州沙面

商埠，於至高點廣州塔俯瞰珠江與城市風貌，前往碼頭夜遊珠江，觀賞長隆

大馬戲。並至深圳大學及東莞理工學院進行拜會及學生交流活動。 

五、費用： 

(一) 報名時至菲華樓 202 室繳交訂金新台幣 3,000 元整，預計費用新台幣

11,900 元整。 

(二) 訂金 3,000 元請於 3 月 3 日(五)18:00 前至菲華樓 202 辦公室繳交，或以

郵局現金袋方式，寄至以下地址：11114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菲華樓

202 室大陸文教處 楊昕嬛 小姐 收(以郵戳為憑)。 

(三) 尾款屆時直接匯款至旅行社，帳戶將另行通知。 

(四) 團費內含：往返團體機票、兵檢、機場稅、住宿費用，以及其他團體公共

支出之分攤費用。 

(五) 團費不含：個人費用(如電話費、洗衣費等)、證照費用、保險費、部分餐

飲、生活費用等個人支出費用。 

六、活動對象及名額： 

35 歲以下大學生、碩博士研究生 35 名(需持有台胞證)；名額有限，主辦

及承辦單位保留錄取團員之權利。 

七、報名時程及網址： 

(一) 報名自即日起至 3 月 3 日(五)18:00 止。 

請至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表，報名網址 https://is.gd/tql9KV 

八、其他事項： 

(一) 本研習營為團體活動，參加人員須遵守團體公約，注重團體榮譽，並願接

https://is.gd/tql9KV


受團長與領隊老師之生活控管，以維護校譽。無法配合、時間觀念差主請

勿報名。 

(二) 本研習營需團進團出，如因個人因素需改變行程或離團活動，除需經團

長、領隊老師同意外，其所增加之費用由個人負擔。 

(三) 報名請務必告知家長或監護人。 

(四) 各項費用及證照請按規定時程辦理及繳交，逾時辦理因而無法成行，請自

行負責。 

(五) 若報名人數超過參加名額，將另行通知抽籤或辦理甄選。 

(六) 活動費用請於確定錄取後，於 3 月 10 日(五)18:00 前繳交。報名後若屆時

無法參加，扣除已支出之必要費用後(含訂位金)，將退還剩於報名費。 

(七) 如有未盡事宜，將適時公告補充之。 

…………………………………………………………………………………………………………………… 

◎活動洽詢： 

大陸文教處交流合作中心楊昕嬛 

電話：02-28610511 分機 18805；0962-012909 

e-mail：hhyang@sce.pccu.edu.tw 

校本部菲華樓 2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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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校行程參考(各行程僅供參考，實際日程依實際狀況調整之) 

廣東省參訪交流團 

日期 行       程 餐 酒店 

3 月 23 日(四) 

台北-香港 CX463 0620-0755 或 CX465 0710-0845 乘車前往深圳 

14:30-17:00 深圳大學參訪 

17:00-19:00 乘車前往廣州。 

19:00-20:00 享用晚餐。 

20:30 餐後乘車入住酒店休息。 

晚餐 

住： 

廣州華廈

大酒店(或

同等級飯

店) 

3 月 24 日(五) 

07:00-08:15 早上酒店享用自助早餐。 

08:30-12:00 前往東莞，參訪企業 

12:30-13:30 享用午餐 

14:00—17:00 東莞理工學院參訪 

19:00-20:00 享用晚餐。 

20:30 餐後乘車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 

廣州華廈

大酒店(或

同等級飯

店) 

3 月 25 日(六) 

07:00-08:30 早上酒店享用自助早餐。 

09:00-10:00 前往參觀【廣州中山紀念堂】中山紀念堂位於越秀山

南麓的東風中路，是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廣州中山紀念堂是

一座八角形殿式建築，正面簷懸掛著孫中山手書的“天下為公”金

字匾，大堂中間是 30 米跨度的鋼架，內部沒有柱子，整個建築富

有民族風格。 

11:00-15:00【嶺南印象園】位於廣州大學城南部，是集觀光、休

閒、娛樂、餐飲、購物，體驗嶺南鄉土風情和嶺南民俗文化的大型

綜合性國家 AAAA 級旅遊景區，是博覽嶺南文化、憶記嶺南經

典、旅遊度假休閒的最佳去處。由水鄉小鎮、快樂老家、快樂水

鄉、快樂童年、快樂花田、民俗表演、經典美食、傳統手信等八大

板塊形成的景區，使嶺南印象園真正成為傳承嶺南文化的重要平

臺。景區以嶺南建築完整、民間文化深厚、田園鄉村風情濃郁，成

為現代人瞭解嶺南古文化的視窗，嶺南人回味溯源本土文化的沃

土。12:00-13:00 前往餐廳享用午餐（景區內）。 

15:00-15:30 乘車前往廣州塔 

15:50-16:50 參觀【廣州塔】前往參觀【廣州塔】（433 米白雲星

空觀光層），廣州塔聳立在廣州城市新中軸線與珠江景觀線的交匯

處，與海心沙島市民廣場和珠江新城隔江相望，是廣州最新的制高

點。 

17:00 乘車前往碼頭珠江夜遊，約 18:00 抵達碼頭後上船，乘船遊

覽珠江（船上風味自助餐），領略珠江兩岸夜景。 

20:00-20:30 遊覽後返回酒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 

廣州華廈

大酒店(或

同等級飯

店) 



3 月 26 日(日) 

07:00-08:15 早上酒店享用早餐 

09:00-10:00 前住參觀【廣東省博物館】--“月光寶盒”，新館的

設計理念仿照廣東藝術的象牙球，利用回廊和層層相扣的建築空

間，吸引觀眾不斷深入‘寶盒’內尋寶，並在移步換景中產生獨特

感受。這個建設工程是廣東省"十項工程"的重點專案之一，也是廣

東建設文化大省三大標誌性文化設施之一。 

10:00-12:00 前往中山 

12:00-13:00 前往餐廳享用午餐。 

13:30-15:30 參觀【孫中山故居】，參觀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

館、孫中山聽太平天國反清故事的雕塑、孫中山試驗炸藥處--瑞接

長庚牌坊、翠亨民居展示區、翠亨農業展示區、中山鼎、警世鐘

等。 

15:30-17:00 前往番禺區 

17:30-18:30 前往餐廳享用晚餐 

19:30-20:50 觀看【長隆大馬戲】約 18:50 抵達長隆（表演時間：

19:30-20:50）長隆國際大馬戲位於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擁有實

景式馬戲舞臺，數千萬鉅資打造極致奢華的尖端舞美科技，和數億

鉅資建造的馬戲表演場，能容納近 8000 名觀眾同時觀看。全球高

規格的舞臺設施和主題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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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隻珍奇動物

與馬戲的精英們同台獻技。遊覽後入住酒店休息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 

廣州華廈

大酒店(或

同等級飯

店) 

3 月 27 日(一) 

07:00-08:15 早上酒店享用早餐 

08:30-10:00 參觀廣州【沙面】沙面是廣州重要商埠，歷經百年，

曾有十多個國家在沙面設立領事館，九家外國銀行、四十多家洋行

在沙面經營，粵海關會所、廣州俱樂部等在沙面相繼成立。沙面見

證了廣州近代史的變遷，留下了孫中山先生、周恩來總理等偉人的

足跡，沙面已成為我國近代史與租界史的縮影，沙面島上歐陸風情

建築形成了獨特的露天建築“博物館”。已被開發成國家 5A 級景

區，是廣州著名的旅遊區、風景區和休閒勝地。遊覽後送深圳關口

散團。結束愉快的行程！ 

 

乘車前往香港 

香港-台北 CX470 1745-1930 或 CX-402 1840-2020 

早餐 無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85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6856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960/1450379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497/67405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