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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廣州自由行：快閃尋藝 2 天遊 

第一天 

行程 建議交通 

香港 → 廣州 (香港西九龍站→廣州南站) 

選乘港鐵「動感號」，開展舒適的旅程。 

高鐵  

可考慮入住海珠區或越秀區的酒店，交通便捷 地鐵： 

從廣州南站出發，乘坐地鐵前

往海珠區或越秀區，車程約 40

至 50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30 至 40 分鐘 

舌尖與視覺的享受 細味江南美食 

 
江南廚子是在廣州有名的食店，以精緻

美味及選料嚴謹而見稱，充分體現江南

菜清鮮爽嫩、著重食物原味的特色。除

了有片皮鴨、螃蟹炒年糕、水晶肴肉、

素燒鵝等傳統菜式外，羽衣甘藍炒紫甘

藍、陳年花雕燜乳鴿等比較創新的菜肴

也值得一試。食店裝修設計處處充滿典

雅的江南韻味，讓您有著舌尖和視覺上

的雙重享受。 

 
食店參考：江南廚子 

地址：廣州市天河路 383 號太古匯地鐵

層 M68 號 

的士： 

從酒店出發，車程約 15 至 20

分鐘 

中國最美書店發源地  

 

 

 
 
 
 
 
 
位於廣州天河區的方所書店開業於 2011 年，是這個品牌的首間店

鋪。書店的設計概念源自「一所大家一起來共修的道場」，禪意十

足，希望讓讀者遠離城市的煩囂，靜靜讀書。書店甫開幕便受到建

築界、文學界的關注，當時更被評為「華文界目前最新鮮、最具震

撼力的書店」。店內不管是書刊、衣飾及生活用品的揀選都別具品

味，而且這裡亦會不時舉辦講座、展覽和文創活動，難怪被內地潮

人們列為必逛書店之一。 

 
方所書店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 383 號太古匯 MU35 店 

步行： 

從食店步行約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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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遊創意時尚特區  

 
T. I. T.是廣州市內的創意藝術園區，這裡的前身是 1956 年成立的廣

州紡織機械廠，至 2007 年停產後被改造成以服裝文化、時尚創新為

題的創意園區，當中保留了不少原有的建築設計，一些機械設備亦

被改為藝術裝置，園內亦有不少文藝

小店，是悠閒逛逛和拍照的好地方。 

            
 

 
 
 
 
 
 
 
T. I. T. 創

意園 

地址：廣州市海珠區新港中路 397 號 

地鐵： 

從書店步行約 6 分鐘至石牌橋

站，乘坐地鐵 3 號線，前往番

禺廣場方向，於客村站下車，

步行約 12 分鐘。(全程約 26 分

鐘) 

 

的士： 

車程約 10 分鐘 

登上小蠻腰俯瞰全城   

 
2009 年落成的廣州塔位於廣州市中心，具觀

光和通訊廣播的功能於一身，它頭尾寬而中

間窄的造型，更令它得到「小蠻腰」的讚

譽。塔身 LED 燈光可做出千變萬化的視角效

果，入夜後五光十色，十分迷人。塔上亦有

不少娛樂設施，例如 3D 電影院、主題餐

廳、摩天輪以至跳樓機等等，絕對可以滿足

不同遊客的需求。 

 
廣州塔 

地址：廣州市海珠區閱江西路 222 號 

步行： 

從創意園步行約 15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5 分鐘 

廣州必食 得獎腸粉店 

 
布拉腸粉是廣州西關地區獨有的傳統美

食之一，而銀記腸粉可說是當地腸粉店

的佼佼者，遠至新加坡及加拿大亦有分

店。它創店於上世紀 50 年代，腸粉以粉

薄、味鮮、爽滑而馳名。「牛肉腸粉」

和「鮮蝦腸粉」爽滑而不散；想嘗鮮的

話亦可以一試茶樹菇腸粉，清而不寡兼

具清香菇味，再配上一個鮮美的滑雞

粥，絕對是最有「廣州風味」的一餐！

就連著名美食家蔡瀾先生亦對此讚不絕

口，更親筆題上「以腸為王」的讚譽。 

 
食店參考：銀記腸粉店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體育東路 112 號主樓負一層 

地鐵： 

從廣州塔出發，乘坐地鐵 APM

線，前往林和西方向，於黃埔

大道站下車，步行約 9 分鐘。

(全程約 16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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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COOL 書店打書釘 
1200bookshop 於 2014 年開業，是廣州

首家 24 小時營業的書店，亦被喻為「廣

州最酷書店」。「1200」不但是書店不

打烊的意思，也是店主劉二囍先生于臺

灣環島走過的距離。在臺灣環島時的經

歷，激起店主開設一所 24 小時書店的想

法，希望可以讓城市的夜歸人、陌路人

在深夜也有一個溫暖的落腳點。這間多

達 1 萬本藏書的書店設有 Cafe，而且更

有一個「沙發客」角落，讓背包客可以

在此留宿。 

 
1200bookshop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體育東路 27 號  

步行： 

從腸粉店步行約 3 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的士： 

車程約 15 至 20 分鐘 

第二天 

行程 建議交通 

老榕樹下感受悠閒氣息 
 

芳村信義會館位於荔灣區白鵝

潭畔，是廣州其中一個文化藝

術發展集聚點，已被荔灣區政

府定為「嶺南創意灣」。會館

原址為上世紀 60 年代廣東水

利水電廠的廠房，經過多番發

展，將館內範圍內超過 80 棵

老榕樹、原有廠房外牆上的各種口號都一一保留，令會館洋溢古早

風韻的廣州文化氣息。在大榕樹和老建築之間遊走，可以找到不同

的商業展覽、工作坊等的藝術活動；館內更有食肆、住宿等設施，

方便遊人。 

 
芳村信義會館 

地址：廣州市荔灣區芳村大道下市直街 1 號 

的士： 

從酒店出發，車程約 25 至 30

分鐘 

重拾昔日廣州文化 

 
1850 創意園是由華南最大的金珠江雙氧水

廠改建而成，集藝術創作、設計、常設展

覽、文化交流、辦公空間於一身。它取名

1850，是因為 1850 年這段期間，廣州是

世界十大經濟城市之一，在國際上薄有名

氣。1850 創意園所在的鵝潭映月古渡口，

更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當年的

廣繡廣彩、石灣陶瓷都是從這裡出口世界

各地。當地政府希望透過這裡的工業歷史

文化、現代藝術文化的薰陶，營造一個創

意濃厚、配套完備的創意產業基地及複合

型文化社區。午膳可在園區內享用。 

步行： 

從芳村信義會館步行約 3 分

鐘。 



4 
 

1850 創意園 

地址：廣州市荔灣區芳村大道東 200 號 

 
食店參考：德粵樓 

地址：廣州市荔灣區芳村大道東 200 號 1850 創意園 88-2 棟 

紅磚中的大型藝術展覽 
占地 16 萬多平方米的紅磚廠原為「鷹金錢

罐頭廠」，於 2009 年搖身一變為創意園

區，向藝術家提供租賃場地展示個人藝術作

品。園區內除了一座接一座的紅磚建築，比

較矚目的是各式由舊機器改裝而成的雕塑藝

術品，宣揚將藝術融入平民生活的概念，讓

藝術文化更為「貼地」。這裡時常舉辦不同

的藝術展覽，吸引了不少當地居民前來觀

賞。在這周圍逛逛手工作品店和畫廊，享受

藝術的氛圍。 

 
紅磚廠創意園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員村四橫路 128 號 

地鐵： 

從創意園步行約 12 分鐘至芳村

站，乘坐地鐵 1 號線，前往廣

州東站方向，于楊箕站換乘地

鐵 5 號線，前往文沖方向，於

員村站下車，步行約 13 分鐘。

(全程約 56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30 分鐘 

返酒店取回行李 的士： 

車程約 20 至 25 分鐘 

一試創新撈面 為廣州之旅畫上完美句號 
 
和府撈面有別于一般的傳統中式面店，是以

「養身‧養心」為主題的創新麵館。店內設計

充滿中國傳統文化的裝飾元素，周圍更放滿書

籍，可以讓食客一邊看書一邊吃面，精神和腸

胃都得到飽足，在生活節奏急促的城市給予客

人稍息的空間。這裡的麵食混合上海、臺灣和

日本風格，除拌面之外，還有湯麵、撈飯、鹵

肉、炸物小吃等。 

 
食店參考：和府撈面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花城大道 89 號花城匯三區 B1 層 

的士： 

車程約 5 至 10 分鐘 

前往廣州南站 地鐵： 

從食店步行約 12 分鐘至珠江新

城站，乘坐地鐵 3 號線，前往

番禺廣場方向，於漢溪長隆站

換乘 7 號線，往廣州南站方

向，於總站下車。(全程約 45

分鐘) 

廣州 →香港 (廣州南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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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