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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潮汕自由行：訪古尋味 4 天遊 

第一天 

行程 建議交通 

香港 → 潮汕 (香港西九龍站→潮汕站) 

 

高鐵 

 

建議下榻市中心酒店，方便購物及飲食 

 

酒店參考：汕頭帝豪酒店 

地址：中國汕頭市龍湖區金砂路 188 號 

公車： 

于潮汕站乘坐高鐵快線東一線，

前往客運中心站方向，於天馳帝

豪旅行社站下車，步行約 4 分

鐘。(全程約 57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55 分鐘 

建議可於酒店附近吃午餐 

 

食店參考：南北茶點 

地址：汕頭市龍湖區黃山路星湖麗景 3 幢 1-2 樓 

步行： 

從酒店出發，步行約 6 分鐘 

寫意漫步觀海長廊 游走石炮臺公園 
 

汕頭市是廣東省的經濟特區之一，市內一片

繁華向榮的景象。在距離市中心不遠處的海

濱路，這裡有一個沿岸邊而建的海濱長廊公

園，是一片讓人瞬間放鬆、心曠神怡的綠化

地帶。 

沿著觀海長廊往前走，有一個石炮臺公園，

以環圓形城堡建築，被護城河包圍，像土樓

也像太空基地。原來它是崎碌炮臺，是清末

海防設施的歷史遺跡，現更被列為國家級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家可以沿護城河進入炮

臺，走到城牆上看仿製大炮，感受昔日軍事

要塞之氣勢。 

 

地址：汕頭市金平區海濱路 20 號 

公車： 

從食店步行約 1 分鐘至星湖城西

站，前往汕頭開埠文化館方向，

乘坐 22A 路公車，于時代廣場南

站換乘 46 路公車，前往二馬路口

方向，于電信大廈站下車，即可

到達。(全程約 39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步行往石炮臺公園： 

從觀海長廊出發，往石炮臺公園

方向步行約 30 分鐘即可到達 

速覽汕頭歷史文化   

 

想要深入瞭解汕頭的歷史文化，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絕對是必到

之處。館內濃縮展示了 1860 年汕頭開埠的由來及發展，介紹政

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展廳內收藏了不少熱心人士捐贈的珍貴

文物，當中有很多解放初期的照片及老式相機、老股票、碾藥

缽、鐵殼手搖電話機、甚至是《潮音聖經》等，都充分反映了汕

頭開埠對民生帶來的影響。逛完陳列館後，不妨在附近的汕頭老

城區走走，感受昔日汕頭輝煌的歷史。 

 

汕頭開埠文化陳列館 

地址：汕頭市金平區永平路 1 號 

公車： 

從石炮臺公園步行約 5 分鐘至石

炮臺北站，乘坐 25 路公車，前往

南翔公交總站方向，於汕頭開埠

文化館站下車，步行約 2 分鐘。

(全程約 33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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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汕頭老城區附近享用晚餐 品嘗地道手打牛肉丸 

 

食店參考：福合埕牛肉丸 

地址：汕頭市金平區福平路福合綜合大樓 87-89 號 

步行： 

從陳列館步行約 10 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亦可考慮到附近的商場逛逛和吃宵夜 

 

商場：F16 購物中心 

地址：汕頭市龍湖區金暉東街與金暉南街交界 

 

 

 

公車： 

從食店步行約 7 分鐘至市二醫院

站，乘坐 22A 路公車，前往火車

站方向，於帝豪酒店西下車，步

行約 1 分鐘。(全程約 46 分鐘) 

第二天 

行程 建議交通 

動與靜的結合在南澳島 
 

南澳島是度假勝地，島上有長長的海岸

線，每逢夏天遊人都蜂擁而至，享受陽光

海灘或者參觀不同名勝。前往南澳島需經

過南澳大橋，它全長 11 公里，以斜拉索

設計，兩邊風景優美。到達後，這邊有一

條海濱長廊，沿著走廊慢走，看看海邊風景，十分悠閒愜意。 

 

位於海濱路翔雲廣場的武帝廟，廟宇裝

修精緻，特別是屋頂雕像顏色豐富及造

型多樣，十分值得參觀。這間廟宇亦是

當地居民的重要場所，每逢大時大節都

會聚集於此，舉行祭祀儀式。 

 

武帝廟 

地址：汕頭市南澳縣南澳島山腳井路與育新路東一巷交界 

包車： 

建議經酒店查詢包車前往或於網

上預訂「南澳島包車」，從酒店

出發，前往南澳島海濱長廊，車

程約 1 小時。 

 

于南澳縣享用午餐 品嘗牛肉火鍋 

 

食店參考：好客來牛肉火鍋 

地址：汕頭市南澳縣南澳島中興路國信大樓後面 

包車： 

從武帝廟出發，車程約 10 分鐘 

 

相傳宋代皇帝落難之處 宋井風景區 

 

南澳島古時是軍事要塞，不少歷史人物

也曾到訪此處，例如宋帝昺、戚繼光、

俞大猷等，所以島上仍遺留不少歷史古

跡。位於斜坡之上的太子樓，相傳是宋

代最後兩位皇帝趙罡及趙昺逃避元兵的

藏身之所，今日「樓」不見了，只剩下

老古樹及石刻讓人憑弔這段悲壯歷史。

另外，宋井是一個臨海沙灘的水井，井

水沒有被海水「污染」，這是一個天然

奇觀，從古至今一直流出可飲用的淡

水。 

地址：汕頭市南澳縣南澳島雲澳鎮澳前

村 

 

包車： 

從食店出發，車程約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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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門 北回歸線標誌塔 

 

廣場內的標誌塔是中國第 11 座北回歸線標誌塔。據說它是依照

「門」字來設計，中間以「北」字形狀支架支撐一個直徑 5 米的

地球儀，整座建築總高度 13.6 米，屹立於

廣場，面臨海灘，氣勢宏偉。北回歸線是太

陽日射能夠到達的最北緯度，亦是熱帶與亞

熱帶氣候的分界線。廣場附近亦有很多售賣

旅遊紀念品和當地風味小吃的商店。 

 

地址：汕頭市南澳縣南澳島北回歸線標誌塔廣場 

包車： 

從宋井風景區出發，車程約 30 分

鐘 

總兵府見招兵例  
 

南澳總兵府是全國唯一的海島總兵

府，古為閩粵交界處，由於其地理

位置特殊，所以明朝時已開設總兵

衙門。總兵府由當時的南澳副總兵

晏繼芳建造，外有一棵老榕樹名為

「鄭成功招兵樹」，相傳鄭成功曾

多次在此招兵，古樹下至今仍置有

一塊重約 100 多斤的巨石，來此應

募征的新兵必須舉起此石方可入

伍。館內更設有鄭成功像，紀念他

成功從荷蘭人手上收復臺灣的功

績。 

 

地址：汕頭市南澳縣南澳島南山路 

包車： 

從北回歸線標誌塔廣場出發，車

程約 20 分鐘 

返回汕頭市區享用晚餐 嘗嘗地道潮州打冷 

 

食店參考：桂園白粥 

地址：汕頭市金平區長平路桂園 28 幢 103 號 

包車： 

從總兵府出發，車程約 1 小時 20

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步行： 

從食店步行約 3 分鐘至菊園站，

乘坐 20 路公車，前往金葉島方

向，于藝苑文化廣場站下車，步

行約 8 分鐘。(全程約 33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第三天 

行程 建議交通 

乘車出發前往潮州市，入住酒店 

 

酒店參考：潮州書香客棧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開元路開元廣場 D 棟 301 號 

的士： 

從汕頭酒店出發，車程約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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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唐朝特色 宏偉開元寺 

 

開元寺亦稱「開元鎮國禪寺」，始建于唐代開元二十六年，至今

已有 1200 多年的歷史，向為歷朝祝福君主及宣講官府律令之所。

雖經宋、元、明、清的不斷修繕，但如

今的開元寺依然保留有唐朝時期的主要

佈局，又融合了各朝代的建築藝術，殿

閣壯觀，而且香火鼎盛，更被列入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十分值得參觀。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開元路 32 號 

步行： 

從酒店步行約 2 分鐘 

建議於開元寺或牌坊街附近享用午餐 

 

食店參考：蓮華素食府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開元路開元廣場內 

步行： 

從開元寺步行約 2 分鐘 

立體功績表 牌坊街  

 

如果您喜歡京都市伏見稻荷大社的鳥居陣，潮州市的牌坊街絕不

會讓您失望而回。路上 23 座的石造大型牌坊，一個接一個沿太平

路屹立，每個牌坊都紀錄不同的功名事蹟，表彰節義、功德、科

第等傑出人士。牌坊街兩旁仍保留不少明

清及民國時代的民宅，有的已改建為客

棧，有的改為茶館，街道上手信店和食店

林立，這裡可以讓您輕鬆逛上半天。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太平路牌坊街 

步行： 

從食店步行約 5 分鐘 

走上廣濟門城樓 飽覽城內外風景 

 

湘子橋前的廣濟樓，也稱作韓江樓或者東

門樓，是中國古城牆保存得最完整的其中

之一，也是潮州古城七門中最巍峨壯觀的

一座，為今日潮州地標之一。廣濟樓始建

於明洪武三年，登上城牆可俯視城內城外

的景色，更可看到韓江和湘子橋的風景。每到晚上，廣濟門城

樓，廣濟橋和對面山上都會亮燈，夜觀又是另一番景致。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東門街頭廣濟門城樓 

步行： 

從牌坊街步行約 10 分鐘 

 

 

世界上最早的啟閉式橋樑－廣濟橋 

 

潮州廣濟橋又稱湘子橋，橫跨于韓江之上，是

中國四大古橋之一。廣濟橋設計獨特，讓您不

得不驚歎古人的智慧，它集梁橋、拱橋、浮橋

等形式於一體，有橋墩二十個，中間的一段浮

橋由十八隻木船連接而成，是「世界上最早的

啟閉式橋樑」。由於通航需要，下午 5 時半左

右，浮橋便會收起來，讓船隻通過。每晚廣濟橋都會有兩場燈光

匯演，分別是晚上 8 時及 9 時，夜景十分迷人。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環城東路廣濟橋 

開放時間：早上 10:00 至下午 5:00 

步行： 

從城樓步行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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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公祠 紀念歷史偉人 
 

韓文公祠是紀念唐代文學家韓愈的祠廟，亦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名單。韓公當年被貶潮州，擔任刺史的短短八個月內，

將中原的先進文化帶到嶺南，興學勸農，傳道起文，使潮汕文風

蔚起，英賢輩出，因此他在潮州歷史上評價極高。韓祠主體建築

分前後二進，古樸典雅，肅穆端莊。祠內梁間遍掛名家題寫匾

額，沿壁則環列歷代碑刻，其中不乏書法珍品。 

 

韓俞紀念館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韓江東岸筆架山麓 

開放時間：上午 8:30 至下午 5:30，逢週一閉館 

步行： 

從廣濟橋步行約 7 分鐘 

返回湘橋區享用晚餐 

 

食店參考：潮州阿彬牛肉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南較路與春福街交界 

糖水店參考：胡榮泉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下寺直街與南春路界附近 

 

公車： 

從韓俞紀念館步行約 4 分鐘至韓

文公祠站，乘坐 110 路公車，前

往交警支隊方向，於潮州醫院站

下車，步行約 11 分鐘。(全程約

38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步行： 

從食店步行至糖水店約 12 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亦可到韓江邊欣賞燈光匯演 

 

燈光匯演時間：晚上 8:00 及 9:00 

公車： 

從糖水店步行約 6 分鐘至粵潮市

場站，乘坐 107 路公車，前往富

麗公園方向，于城南小學站下

車，步行約 10 分鐘。(全程約 34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第四天 

行程 建議交通 

參觀當地民居建築 品嘗地道功夫茶 

 

載陽客棧是清朝的

建築，它是典型潮

州民居四點金格

式，類似北京四合

院，由前廳、天井

及後廳組成。現時更改建成民宿，既能保育歷史建築又能幫助旅

遊發展，一舉兩得，大家可入內參觀，體驗當地風情。附近的載

陽茶館則是民國時期的建築，結合西方建築美學設計，又帶有明

顯南洋風格的騎樓建築。載陽茶館以茶館、百姓戲臺及藝術團體

三位一體，傳承潮州文化。三五知己于茶館，一邊品嘗潮州功夫

茶聊聊天，十分寫意。 

步行： 

從酒店步行約 8 分鐘到達客棧 

 

步行： 

從客棧步行約 5 分鐘到達茶館 

潮州載陽客棧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太平路載陽巷 1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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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陽茶館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義安路英聚巷 6 號 

宋代府第建築 許駙馬府 

 

許駙馬府為北宋英宗皇帝之女德安公主和駙馬許玨的府第，被譽

為「國內罕見的宋代府第建築」，現已辟為民俗博物館。該府第

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間，雖歷代屢有維修，但至今仍能保留平面

佈局及特色。從許駙馬府開始，這種帶護厝的「府第式」民居逐

漸在潮州流行開來，其主體建築為三進五間，整座建築結構嚴

謹，古樸大方。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中山路葡萄巷東府埕 4 號 

步行： 

從茶館步行約 12 分鐘 

建議於酒店附近餐廳享用午餐 然後返回酒店辦理退房手續 

 
食店參考：潮膳樓 

地址：潮州市湘橋區東門街與太平路交叉口附近 

步行： 

從駙馬府步行約 16 分鐘到達食店 

 

步行： 

從食店步行約 5 分鐘到達酒店 

龍湖古寨  廣東最美古村之一 

 

龍湖古寨初建于南宋，現存古建築達 100 多座。古寨很特別，這

裡有女性祠堂「阿婆祠」，在男尊女卑的古代歷史上非常少見。

這裡的風水據說很好，在這裡獲取

功名的人也很多，歷代科舉出身的

進士、舉人達 53 人。有別於其他

村莊，這裡並非單一姓氏居住，在

高峰期時期多達 72 個姓氏聚居於

此。 

 

地址：潮州市潮安區市頭村龍湖古寨 

 

的士： 

全程約 30 分鐘 

前往潮汕站  

 

的士： 

從龍湖古寨出發，車程約 25 分鐘 

潮汕 →香港 (潮汕站→香港西九龍站) 

 

高鐵 

 

高鐵連接香港與內地多個站點，毋須轉車可以去到更多地方。立即訂票，體驗不一樣的高鐵旅程。 

www.mtr.com.hk/highspeed 

以上資料及圖片只供參考用途，如有不足或不準確之處，懇請見諒。 

(2019 年 12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