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新增站點 - 人氣旅遊景點推介 

佛山西 

  

南風古灶：石灣陶瓷 佛山大劇院 
南風古灶旅遊區的核心景區包括南風古灶、廣東石灣

陶瓷博物館、高灶、神榕、林家廳及明清古建築群

等。景區佔地 1,000 餘畝，可欣賞製陶師傅專業的拉

坯表演，或在玩陶中心親手體驗製陶的樂趣。 
 

大劇院毗鄰世紀蓮體育中心、青少年文化宮等，其

建築聲學和舞台設備功能配置，具備國內頂尖水

準，保證觀眾欣賞到原汁原味的頂級音樂會。 
 

交通： 
於高鐵佛山西站，步行約 200 米至佛山西站公交站，

乘坐 K3 路公交車，開往嶺南大道方向，於海口站公

交站下車，步行約 16 分鐘。亦可由佛山西站乘坐的

士，約 39分鐘即可到達。 
 

交通： 
於高鐵佛山西站步行至佛山西站公交站，乘坐 K340
路公交車，開往樂從交通中心方向，於樂從交通中

心站下車換乘 343 路公交車，開往保利東灣北站方

向，於世紀蓮體育中心(西門)公交站下車，步行 10分

鐘。亦可由佛山西站乘坐的士約 50分鐘即達。 
  

汕頭 

  

南澳島 
南澳島的面積等於香港島跟九龍半島的總和，是廣東

省唯一的島縣。島上風景獨特：走海線可訪海上漁

家、品嚐美味海鮮；走山線則可遊茶園果園，盡情投

入大自然的懷抱。 

 

陳慈黌故居 
始建於清末的中國罕見僑居建築群景區，共有廳房

506 間。陳慈黌為有名的米業大亨，故居內有西式陽

台、拱門、圓窗，以及精美的木雕、石雕、石刻和

瓷磚花紋圖案，中西合璧，甚為奢華，被喻為故宮

格局的嶺南第一僑宅。 
 

交通： 
於高鐵汕頭站，步行約 11 分鐘至客運中心站公交

站，乘坐 161路 A線，往山頂大圓方向，於長山尾站

下車。亦可由高鐵汕頭站乘坐的士，約 55 分鐘即可

到達。 

交通： 
於高鐵汕頭站，乘坐 102K 路公交車，往蓮花山溫泉

度假村方向，於澄海汽車站下車，同站轉乘 208 路往

隆都陽坑橋(溢洋方向)，於前美站下車，步行約 7 分

鐘即達。 
 



肇慶東 

  

七星岩 
以峰林、溶洞、湖泊、石刻、廟宇為特色，構成「湖

中有山、山中有洞、洞中有河」的景觀，被譽為「人

間仙境」。七星岩的摩崖石刻刻工精細，共有 531
題，其中石室洞有 333 題，是廣東省保存較多、較集

中的石刻群。 

鼎湖山 
鼎湖山景區是首批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人與生物圈生態定位觀測站，被譽為「北回

歸線上的綠寶石」。 
 

 
交通： 
於高鐵肇慶東站，步行約 10 分鐘至肇慶東站公交

站，乘坐 K01 路公交車，往肇慶牌坊公園方向，至黃

崗站下車換乘 19 路公交車，往七星岩西門方向，於

七星岩西門站下車。亦可由高鐵肇慶東站乘坐的士，

約 44分鐘即可到達。 
 

交通： 
於高鐵肇慶東站，步行約 10 分鐘至肇慶東站公交

站，乘坐鼎湖6路/204路/206路，往廣東理工學院(鼎
湖校區)方向，於鼎湖廣場站下車，步行約 12 分鐘。

亦可由高鐵肇慶東站乘坐的士，約 25 分鐘即可到

達。 
 

南寧東 

  

青秀山風景區 
青秀山前身是青山林場，因林木青翠，山勢秀拔而

得名，更以「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而聞名於

世。整個景區由 18 座大小山嶺組成，面積十分龐

大。近年亦新建了不少景點及設施如熱帶雨林大

觀、棕櫚園以及觀光纜車等。 

廣西民族博物館 
博物館共分為三層、五個展區。這裡陳列着種類齊全

的銅鼓，包括世界最大的銅鼓「雷紋大銅鼓」。除此

之後這裡的常設展覽，可以看到廣西 12 個民族(包括

漢族)各式各樣的民族特色服飾和生活用品，展示了各

個民族的特點。 

 
交通： 
於高鐵南寧東站，步行約 1分鐘至火車東站地鐵站(F
口)，乘坐地鐵 1號線至金湖廣場站，站內轉乘地鐵

3號線，往平良立交方向，於青秀山站下車，於 B出

口步行約 3分鐘。亦可由高鐵南寧東站乘坐的士，

約 32分鐘即可到達。 

 
交通： 
於高鐵南寧東站，步行約 1 分鐘至火車東站地鐵站(F
口)，乘坐地鐵1號線，往石埠方向，至會展中心站下

車，於 B 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至竹溪立交(曲水橋)公
交站，乘坐 W8 路公交車，往八尺江路西方向，於廣

西民族博物館站下車。亦可由高鐵南寧東站乘坐的

士，約 23分鐘即可到達。 

 



貴陽東 

  

青龍十里畫廊旅遊區 
開陽縣位於貴州省貴陽市境內，縣內的「十里畫

廊」風景區，由禾豐鄉和南江鄉沿清龍河畔的 10 餘

個自然村寨組成，沿河兩岸的田園風光，神秘多彩

的少數民族，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青岩古鎮 
青岩古鎮是貴州四大古鎮之一，明洪武 11 年(1378
年)建鎮，已有 620 餘年的歷史。其密集的古建築

群，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和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被

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 

 

交通： 
於高鐵貴陽東站，乘坐貴開城際鐵路在南江站下車，

再轉乘的士前往。亦可由高鐵貴陽東站乘坐的士，約

1小時即可到達。 

 

交通： 
由高鐵貴陽東站乘坐的士，約 51分鐘即可到達。 

 

岳陽東 

  

岳陽樓 
雄踞岳陽巿西門城頭的岳陽樓，與武昌黃鶴樓、南昌

滕王閣合稱為中國江南三大名樓，岳陽樓主樓高

21.35米，分 3層，整幢建築物未用一根鐵釘及橫樑，

僅以 4 根楠木大柱承負全樓重量，其建築的另一特

色，是樓頂的形狀酷似一頂將軍頭盔。 
 

洞庭湖 (東洞庭湖) 
洞庭湖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可分為五部分，分

別是東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北洞庭湖

及大通湖。當中以東洞庭湖面積最大，湖上有君

山小島。遊覽東洞庭湖，既可品嚐鮮魚，又可觀

賞鳥類，趣味無窮。 

 

交通： 
於高鐵岳陽東站，步行約 7 分鐘至岳陽巿東站公交

站，乘坐 55 路或游 55 路，開往南岳坡方向。在南岳

坡站下車步行約 8 分鐘。亦可由高鐵岳陽東站乘坐的

士，約 37分鐘即可到達。 

 

交通： 
於高鐵岳陽東站步行約 7 分鐘至岳陽巿東站公交

站，乘坐 55 路或游 55 路，開往南岳坡方向，在

南岳坡站下車步行約 8分鐘。 
 
小貼士：洞庭湖範圍大，選乘交通可因應不同景點而定。一
般會從岳陽樓開始遊覽。於城陵磯港可乘船遊洞庭湖。 

  

  

  



重慶西 

  

洪崖洞民俗風貌區 
洪崖洞的外觀承襲上世紀 40 年代臨江的吊腳群樓，鋪

飾以仿木作質地，秀美的蝴蝶瓦、石板道不僅復刻了

傳統，同時又迴添老巴渝無限風情。2006 年整治後重

新開放，改建成具重慶特色的飲食休閒街。洪崖洞更

因極似宮崎駿動畫《千與千尋》中的湯屋而爆紅，令

遊客都蜂擁來「朝聖」。 

黃桷坪塗鴉藝術街 
這條塗鴉街，起點是黃桷坪鐵路醫院，終點是 501 藝

術庫(接近四川美術學院校區)，全長 1.25 公里，是中

國數一數二的塗鴉藝術作品群。整個工程由 800 餘名

工人、學生和藝術家參與製作，經過 150 天的策劃及

創作，合共為 37棟建築物換上新貌。 
 
 

交通： 
由高鐵重慶西站乘坐的士，約 40分鐘即達。 

交通： 
於高鐵重慶西站，步行約 15 分鐘至重慶西站公交

站，乘坐 441 路公交車開往黃桷坪方向，於黃桷坪正

街站下車步行約 1分鐘。亦可由高鐵重慶西站乘坐的

士，約 39分鐘即可到達。 
 

天津西 

  

天津之眼摩天輪 
全稱「天津永樂橋摩天輪」，亦是目前世界唯一一座

跨河建造的橋上摩天輪，兼具觀光和交通作用。摩天

輪直徑為 110 米，相等於 35 層樓高，可同時供 384 個

人觀光。 

 

中國瓷房子博物館 
瓷房子坐落於赤峰道 72 號，前身是歷經百年歲月的

法式老洋樓。房子外觀用七億多片珍貴古瓷片，1.3
萬隻古瓷和瓷盤及 300 多尊歷代石像裝飾而成。無論

是古瓷片的使用量還是建築內那長 768 米、寬 0.8 米

的巨型瓷龍，均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 

交通： 
於高鐵天津西站步行至西站公交站，乘坐 910路/904路

公交車，開往淮河道公交站方向，於永樂橋公交站下

車，步行約7分鐘。亦可由高鐵天津西站乘坐的士，約

11分鐘即可到達。 

交通： 
於高鐵天津西站，步行約 3 分鐘至西站地鐵站，乘坐

地鐵 1號線，往李樓方向，至營口道站下車，於 A 出

口步行約 15 分鐘。亦可由高鐵天津西站乘坐的士，

約 23分鐘即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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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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