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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武漢自由行：城中花園 5 天遊 

第一天 

行程 建議交通 

香港 → 武漢 (香港西九龍站→武漢站) 

 

高鐵  

 

前往住宿：建議下榻武昌區近河畔的酒店 

 

酒店參考：武漢富力威斯汀酒店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臨江大道 96號 

地鐵： 

於武漢站乘坐地鐵 4 號線，前往黃

金口方向，於洪山廣場站換乘 2 號

線，前往天河機場方向，於積玉橋

站下車，步行約7分鐘。 (全程約46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35分鐘 

於酒店附近享用午餐 

 

食店參考：鎮八方火鍋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積玉橋萬達廣場前進路 12-13 號樓 43、44號 

步行： 

從酒店步行約 5分鐘 

歷盡古今變遷 必游黃鶴樓 
 
貴為天下江山第一樓的黃鶴樓，為湖北省及武漢市的標誌性建

築，是武漢必到景點之一。黃鶴樓始建於三國時代，因聳立于黃

鵠磯而得名。古代名人如李白、白居易、陸游、嶽飛等，都曾在

詩詞作品上吟詠黃鶴樓。1985年黃鶴樓重建修復，獲評為國家5A

級景區。除了黃鶴樓之

外，附近還有其他著名景

點如嶽飛銅像、落梅軒等

等。景區內亦設有不同的

建議參觀路線，如賞花路

線、詩畫路線、英雄路線

等，讓旅客可按不同的喜

好參觀。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蛇山西坡特 1號 

公車： 

從食店出發，步行約 4 分鐘至地鐵

積玉橋站，乘坐 804 路公車，前往

江南村方向，於閱馬場站下車，步

行約 6分鐘。(全程約 37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分鐘 

連接南北的樞紐 武漢長江大橋 
 
武漢長江大橋於 1957年建成通車，橫跨于武昌蛇山和漢陽龜山之

間，是長江史上第一座的跨江大橋。大橋公鐵兩用，第一層行火

車，第二層行汽車。大橋建築宏偉，橋上更設有人行步道，走完

全程約 20 分鐘，旅客可親來俯

瞰長江磅礡的氣勢，同時亦可

看到武昌、漢陽及漢口三區岸

邊交匯點的繁華景象，日落時

更可遠眺龜山電視塔的美麗剪

影。 

 

 

地址：武漢市漢陽區武漢長江大橋 

 

公車： 

從黃鶴樓步行約 7 分鐘至胭脂路

站，乘坐 15路公車，前往漢陽門方

向，於總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全程約 32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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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鐘家村商圈附近享用晚餐 

 

食店參考：漁家廚坊 

地址：武漢市漢陽區攔江路 195號伊瓜蘇酒店內 

公車： 

從大橋北岸步行約 3 分鐘至蓮花湖

路站，乘坐 531 路公車，前往解放

大道易家墩方向，於攔江路陽新路

站下車，步行約 8分鐘。(全程約 25

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0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的士： 

從食店出發，車程約 30分鐘 

第二天 

行程 建議交通 

輕鬆暢遊龜山 感受歷史氣息 

 
龜山公園位於武漢長江大橋之北端、漢陽城北

的角落。龜山上的名勝古跡眾多，如太平興國

寺、桂月亭、關王廟、藏馬洞、古琴台、禹王

宮、龍祥寺和位於山頂的著名武漢地標－龜山

電視塔。園內有一條群英道，從西往東走全長

約 1.5 公里，沿途經過多個景點如計謀殿、曹

操銅像、桃園三結義雕像、孫權孫策銅像等，

歷史氣息十分濃厚。 

 

地址：武漢市漢陽區龜山北路 5號（公園西門） 

公車： 

從酒店步行約 4 分鐘前往地鐵積玉

橋站，乘坐 542 路公車，前往興月

路方向，於地鐵琴台站下車，步行

約 5分鐘。(全程約 40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5分鐘 

于王家灣附近享用午餐 

 
食店參考：撈旺豬肚雞 

地址：武漢市漢陽區漢陽大道 582號海天歡樂購 3層 03號鋪 

地鐵： 

從公園步行約 5 分鐘至琴台站，乘

坐地鐵 6 號線，前往東風公司方

向，於鐘家村站換乘 4 號線，于王

家灣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全程

約 30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0分鐘 

感受民初歷史 漢口裡民國風情仿古街 

 
漢口裡依園博園而建，它復原了晚清民初街道的建築，是一處仿

古而建的街區。在這裡，您可以看到一座又一座糅合了民國初期

和歐式建築風格的建築群，一些武

漢的老字型大小商鋪及民間工藝品

亦聚集於此。建築群完美展現了老

漢口的生活方式，成了今天遊客必

到的景點之一。街內有不少特色咖

啡館，在這裡悠閒享受下午，回顧

民國風情，無疑是一件賞心樂事。 

 

地址：武漢市礄口區園博園東路漢口裡（園博園南景區東門） 

地鐵： 

從食店步行約 5 分鐘至王家灣站，

乘坐地鐵 3 號線，前往宏圖大道方

向，于武漢商務區站換乘 7 號線，

於園博園站下車，步行約 4 分鐘。

(全程約 28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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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最悠久商圈 江漢路步行街 
 

漢口區江漢路與中山大道交界一帶，就是江漢路商圈。這裡是漢

口歷史最悠久的商業街，長約 1.6 公里，街上既有時尚品牌店、

百年老字型大小、以及林林總總的美食餐廳。中山大道是條百年

老街，8 公里沿途串連江漢路、南京路等 48 條重要道路。大道

上，西式建築林立，再現了老漢口十裡洋場的美輪美奐。如果大

家想去宵夜，可以到吉慶街；要文藝氣息的，可到黎黃陂路。 

 

地址：武漢市江漢區江漢路步行街 

 

食店參考：飄香魚口味館 

地址：武漢市江岸區南京路與江漢二路交叉口（金寶大廈對面） 

地鐵： 

從漢口裡步行約 4 分鐘至園博園

站，乘坐地鐵 7 號線，前往青龍山

地鐵小鎮方向，於黃家墩站內換乘

2 號線，前往佛祖嶺方向，于江漢

路站下車，步行約 3 分鐘。(全程約

29分鐘) 

 

的士： 

車程約 30分鐘 

登上知音號 穿越回到民國 
 

「知音號」是參考武漢民生輪船公司「江華輪」的原型，並配合

上世紀 30 年代的時代背景而打造的大型演藝輪船。從知音碼頭上

船的一刻，恍如穿越時光，回到了民國時期的武漢。整艘船都是

演出的劇場，並沒有明確劃分的觀看區與演出區，遊客既是觀

眾，也是劇中故事的一部分。登上「知音號」，體會到百年前的

武漢風情。 

 

地址：武漢市江岸區沿江大道江灘公園知音碼頭 

開放時間：晚上 7:00至 9:00 (週一休息，請提前購票) 

公車： 

從食店步行約 1 分鐘至南京路站，

乘坐 801 路公車，前往文博路方

向，於中山大道站下車，步行約 14

分鐘。(全程約 38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5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公車： 

從碼頭步行約 15分鐘至六合路站，

乘坐 606 路公車，前往茶港社區方

向，於地鐵積玉橋站下車，步行約

4分鐘。(全程約 55分鐘) 

 

的士： 

車程約 35分鐘 

第三天 

行程 建議交通 

曇華林 文青打卡熱點  

 

曇華林是武昌區一條充滿古樸味的街道，早于明朝武昌城擴建定

型後，逐漸形成。它全長約 1.2 公里，東起中山路，西至得勝

橋，介於花園山和螃蟹岬兩山之間。曇華林附近一帶有不少歷史

建築，加上曾多次出現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之中，間接令這裡增添

一份書卷味，充滿文藝清新的氣息。這裡有不少文創小店，到了

胭脂路口一帶，更是古舊建築的聚集

之處。當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有仁濟

醫院、基督教崇真堂、花園山牧師

樓、嘉諾撒仁愛修女會禮拜堂等。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曇華林 

食店參考：妖怪燒烤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糧道街 220號 

公車： 

從酒店步行約 4 分鐘至地鐵積玉橋

站，乘坐 729 路等公車，前往車家

嶺停車場方向，於沙湖苑路站下

車，步行約 10 分鐘。(全程約 27 分

鐘) 

 

 

的士： 

車程約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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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時尚 盡在楚河漢街步行街 
 

楚河與漢街位於武昌區，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漢街步行街，全長 1.5

公里，兩旁共有 200 多家商店、餐廳、購物中心等等。漢街的建

築風格糅合了古今元素，大部份建築物展現民國風情，當中包括

紅灰兩色的磚瓦及精雕細琢的額枋等。這裡最多人聚集之地就是

漢街大戲臺，採用了仿古木構建築風格，此處每逢節日假期都會

上演傳統戲曲藝術。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漢街步行街 

公車： 

從食店步行約 10分鐘至中山路小東

門站，乘坐 729 路公車，前往車家

嶺停車場方向，於地鐵楚河漢街站

下車，步行約 6分鐘。(全程約 38分

鐘) 

 

的士： 

車程約 20分鐘 

戶部巷 尋找百年老武漢味道 

 

戶部巷乃武昌區一條全長 150 米的百年老巷，南北走向，接通民

主路與自由路，是明清時代的古巷。巷內的仿古建築呈現出一派

明清風格，多為老式磚木房屋，舊貌尚存。這附近還有小吃一條

街，武漢人愛吃的傳統美食，如熱乾麵、豆皮、糊湯粉、糯米包

油條等等，都可在此處嘗到。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民主路 77號戶部巷（西南門） 

 

食店參考：蔡林記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戶部巷綜合樓 1層 6-8號 

公車： 

從步行街步行約 5 分鐘至地鐵楚河

漢街站，乘坐 530 路內環，前往車

家嶺停車場方向，於司門口站下

車，步行約 7 分鐘。(全程約 45 分

鐘) 

 

的士： 

車程約 25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公車： 

從食店步行約 6 分鐘至後長街站，

乘坐 539 或 514 路公車，前往和平

大道三角路方向，於地鐵積玉橋站

下車，步行約 6分鐘。(全程約 25分

鐘 ) 

 

的士： 

車程約 15分鐘 

  



5 
 

第四天 

行程 建議交通 

最美大學建築群 武漢大學早期建築 

 

武漢大學坐落於東湖之濱、珞珈山下，有

「中國最美大學」的美譽。皆因此處春有櫻

花爭豔、秋有桂花飄香、冬有梅花傲雪，尤

其是每年三、四月期間，武大裡會有櫻花

雨，吸引旅客前來拍照打卡。而武大早期建

築的中心，就是1935年建成的圖書館，圍繞

老圖書館一帶的都是富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群，包括經典的男生宿舍的圓形拱門。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珞珈山路 16號（西門） 

公車： 

從酒店步行約 4 分鐘至和平大道地

鐵積玉橋站，乘坐 606 號公車，前

往茶港社區方向，於洪山路口站換

乘 817 路公車，前往湖北工業大學

方向，於八一路口站下車，約行約

2分鐘。(全程約 55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5分鐘 

於武漢大學附近餐廳午餐 

 

食店參考：桃花醉小酒館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珞珈山路 19號中科開物大廈 2層 

步行： 

從西門出發，步行約 5分鐘 

國家級優美城中湖 東湖生態旅遊風景區 

 

東湖是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為中國最大城中

湖之一，整個生態風景區由聽濤區、磨山區、

落雁區、吹笛區、白馬區和珞洪區 6 個片區組

成。其中磨山區為東湖重要組成部份，三面環

水，既有優美如畫的自然風光湖景，又有豐富

的楚文化人文景觀。當中的櫻花園在武漢更擁

有「綠色寶庫」之譽。在東湖景區內各區遊

覽，可選擇乘搭當地的觀光車穿梭。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沿湖大道 16號 

觀光車： 

於武漢大學東門步行約 5 分鐘，前

往東湖一棵樹站，乘坐綠道觀光車

穿梭東湖景區各點。 

 

 

 

 

 

 

 

於東湖風景區附近晚餐 

 

食店參考：粗茶淡飯‧隱廬私廚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東亭一路 19號 

公車： 

從東湖湖光序曲驛站步行約 7 分鐘

至梨園廣場站，乘坐電 8 路公車，

前往武昌火車站公交站場方向，於

省電大廈站下車，步行約 9 分鐘。

(全程約 31分鐘) 

 

的士： 

車程約 15分鐘 

返回酒店休息 地鐵： 

從食店步行約 13分鐘至岳家嘴站，

乘坐地鐵 4 號線，前往黃金口方

向，於洪山廣場站換乘 2 號線，前

往天河機場方向，於積玉橋站下

車，步行約 7 分鐘。(全程約 43 分

鐘) 

的士： 

車程約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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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行程 建議交通 

舉辦理退房手續 於酒店或附近餐廳享用早餐  

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美術館 歷史藝術深度遊 

 

由於湖北的地理位置是歷史上的古楚國，所以湖北省博物館的建

築設計、展覽主題和展品都與楚國文化和古長江文明相關。博物

館由綜合陳列館、楚文化館和編鐘館等三座主要的仿古建築構

成，佈局體現了古楚國的「一台一殿」、「多台組成」的高臺建

築佈局格式。其著名的四大鎮館之寶，包括：「曾侯乙編鐘」、

「越王勾踐劍」、距今 100 萬年的「鄖縣人頭骨化石」和元青花

瓷中的珍品「四愛圖梅瓶」。 

 

湖北美術館毗鄰湖北省博物館，均處於武昌區東湖邊。美術館內

有十個展廳，展覽更新頻繁，是美術愛好者和文青們的必去之

地。如有時間，不妨一同遊覽，來一個半天深度遊！ 

 

博物館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 160號 

美術館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三官殿 1號 

的士： 

從酒店出發，乘的士前往約 20分鐘 

 

建議於美術館附近午餐 

 

食店參考：亢龍太子酒軒 

地址：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 181號 

步行： 

從湖北美術館步行約 5分鐘 

前往武漢高鐵站 地鐵： 

從食店步行約 18分鐘至東亭站，乘

坐地鐵 4 號線，前往武漢火車站方

向，於總站下車。(全程約 40分鐘) 

 

的士： 

車程約 20分鐘 

武漢 →香港 (武漢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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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