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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l River Gourmet 6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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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廣東四大名園 -【餘蔭山房花園】
全國省級專業華僑博物館
珠海: 新圓明新園、珠海漁女像、珠海情侶路
珠海大宅門、名人蠟像館、四川變臉秀
廣州: 廣州塔、廣東省博物館、月光寶、盒六榕寺

特色美食

團費(AUD)
Tour Fee

Single Supplement

2014
28/12

$99

$180

2015
04/01、10/01、17/01
21/02、08/03、22/03
28/03

單房差

2人成團
Min. 2 people

廣州交易會期間、酒店改住郊區,2月21日需要增加AUD$60附加費
During the GuangZhou trade fair, hotel will change to the suburb
and AUD$60 surcharge will apply on 21 Feb.

荔枝木燒鵝午宴、紅酒鮑魚風味午宴
中山紅燒乳鴿午宴、廣州乳豬風味午宴
荔枝木燒鵝

廣州出發日期

Departure from Guangzhou

5歲以下小童免費、5-18歲小童 (不佔床位、無早餐) $99
5-18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199

雙皮奶

Child Price: <5 years old free, 5-18 years old (without bed & breakfast) $99
5-18 years old (with bed & breakfast) $199

蜜汁叉燒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5星酒店 (雙人房) 5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大門票 Admission main entry fee as indicated
餐飲: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
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廣州乳豬

紅酒鮑魚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保險: 中國境內意外保險 Travel accidental insurance within Mainland China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際航班機票及其產生的燃油稅和機場稅 International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other service fees
其它: 景區內的交通車或電瓶車費Transportation and Battery car fee in Scenic Area
小費(>2歲) : 共AUD75/人，不含行李小費
Tipping AUD75/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AUD230/人 (必須參加! )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AUD230/person (>2 years old)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失竊、旅程取消等，
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葡撻皇

紅燒乳鴿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第1天 抵達廣州

廣州達標國際酒店5★或同級
抵達廣州機場，聯誼假期優秀導遊將在機場迎接，送往酒店休息。
(免費接機時間為8:00am至8:00pm，不在免費接機時間內機場接送
$30/人，最少兩人)
江門逸豪大酒店5★或同級
第2天 廣州 番禺 江門
(酒店早餐、荔枝木燒鵝午宴、晚餐)
酒店早餐後前往番禺，遊覽清代廣東四大名園【餘蔭山房花園】。午
餐後遊覽禦花園【寶墨園*】，有世界最大清明上河圖陶瓷雕塑、百
鳥朝鳳圖、趙泰來珍寶館。接著前往僑鄉江門遊覽【華僑博物館】，
是全國省級專業華僑博物館，現有藏品4000餘件，2010年被確定為廣
東省中華文化傳承基地。之後參觀【竹炭用品中心】。

第3天 江門 珠海
中山皇爵卓爾巴酒店5★或同級
(酒店早餐、紅酒鮑魚風味午宴、晚餐)
酒店早餐後前往珠海【新圓明新園】，遊覽福海、正大光明殿、西洋
樓、十二生肖獸首像。午餐後遊覽【珠海漁女像】及【珠海情侶路】
，是珠海城市的象徵，風景秀麗、海濤陣陣、空氣清新，是珠海市民
特別是情侶們休閒散步的好去處。之後參觀【寶樹堂】、【絲綢館】
。晚餐後觀看【琪澳風雲大型表演秀*】。
中山皇爵卓爾巴酒店5★或同級
第4天 珠海 中山

(酒店早餐、中山紅燒乳鴿午宴、晚餐)

酒店早餐後遊覽【珠海大宅門】、【名人蠟像館】及欣賞【四川變臉
秀】，噴火、滾燈、變臉等絕技，令人歎為觀止。午餐後遊覽幸運之
山【石景山】，如有興趣可自選【乘纜車】約RMB50和參觀【九州城
博物館】。九洲城氣勢恢宏的城樓飾以黃色琉璃瓦面，綠色重脊，重
簷廡殿頂，創造出堂皇富麗和絢爛奪目的誘人景色。城內依勢錯落著
多座仿古建築，亭台水榭，連以走廊。沿園池岸佈置假山、花木，互
相穿插，動靜結合，因借抑揚。之後參觀【中山茶藝館】。

第5天 中山 廣州
廣州達標國際酒店5★或同級
(酒店早餐、廣州乳豬風味午宴、晚餐)
酒店早餐後返回花城廣州，遊覽【廣州塔】(外觀)及【月光寶盒】廣
東省博物館。博物館的外表如剔透寶盒，設有不規則的開洞口，配上
招牌色的白色，突顯出層次美感。展館分3大部份：歷史館、自然館
和藝術館。午餐後遊覽千年古寺【六榕寺】、【工藝品中心】晚餐後
【乘豪華船遊覽珠江夜景*】。之後安排【北京路*】夜景之旅。

第6天 離開廣州(早)

聯 誼 假 期 優 秀 導 遊 送 您 前 往 送 您 往 機 場 ， 送 機 時 間 為 8:00am至
8:00pm。之後乘坐飛機回您溫暖的家。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AUD230/人，包括:
寶墨園+琪澳風雲+珠江船遊+北京路+澳門葡式蛋撻+廣州特色糖水
*廣州交易會期間，酒店改住郊區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如人數不足10人，行程所列美食可
能有所調整。

珠海情侶路

Day 1 Arrive Guangzhou
Vertical City Hotel (5★) or equivalent
Free hotel transfer between 8:00am and 8:00pm at Guangzhou Airport. For other
times $30/person surcharge required, min. 2 people.
Day 2 Guangzhou Panyu Jiangmen (B, L, D)
Yucca Hotel (5★) or equivalent
1. Yuyin Mountain Garden
2. Baomo Garden*
3. Overseas Chinese Museum
4. Bamboo Charcoal Centre
月光寶盒
Day 3 Jiangmen Zhuhai (B, L, D)
Royal Duke Cherrabah Hotel (5★) or equivalent
1. The New Yuan Ming Palace
2. Statue of Fisher Girl
3. Zhuhai Lovers' Road
4. Yangshuo West Street
5. Baoshutang Herbal Centre
6. Silk Centre
7. Qi Ao Feng Yun Performance*
Day 4 Zhuhai Zhongshan (B, L, D)
Royal Duke Cherrabah Hotel (5★) or equivalent
六榕寺
1. Zhuhai Big House
2. World Famous Wax Museum
3. Sichuan Face Changing Show
4. Mt Shijingshan
5. Cable Car (optional, own expense
approx 50RMB)
6. Jiu Zhou City Museum
7. Zhongshan Tea Centre
Day 5 Zhongshan Guangzhou (B, L, D)
Vertical City Hotel (5★) or equivalent
1. Canton Tower (overlooking)
2. Guangdong Museum
3. Six Bayan Temple
4. Craft Centre
5. Pearl River Cruise + Beijing Road*
6. Portuguese egg tarts + Guangzhou sweet soup tasting*
Day 6 Depart Guangzhou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AUD230/person
During the Canton Fair (13/4-5/5 and 5/10-4/11), hotel accommodation will
not be located in Guangzhou.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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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For groups that do not reach a minimum of
10 people,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mend the arrangement of meals.

中國超值遊條款
1.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僑，其他客人另有參團
規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 客人到達後，請出示護照給導遊核對身份，方可參團。
3. 此特價團報名之後，無論任何原因均不得退團。
4. 客人若同時參加其他中國特價團，需支付附加費。
5. 此特價團不會與中國國內居民拼團操作，每天均有購物安排，購物純屬自
願，絕無任何強迫購物行為，但團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進店參觀。團友
不可中途脫團(如脫團每天需補回旅行社USD99/人/天)。
6. 免費接送機服務需至少在圖出發前3天預訂、否則不保證提供此服務。
7. 此特價團在中國大陸公共長假期及大型展會期間不開團，請客人注意。

珠海大宅門

您的特約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