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選美饌』 
水鄉人家私房菜     

百丈園陳村店花宴      

順德無骨魚六食宴          

順德黃但記私房菜        

豬肉婆美食宴       

 
『極致享受』 
乘坐高鐵往返廣州南及西九龍站，倍感舒適。 

純玩美食無購物無自費，盡情享受美食美景。 

住宿萬豪集團旗下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豪華舒適。 
 

 

 

 

 

 

 

 

 

 

百丈園陳村店花宴 – 釀雙鮮花 

 

圖片僅供參考 

       粵菜是中國八大菜系之一，講求不時不食，做法清淡以保留食物原味之主。當中以省會廣
州最為代表，「食在廣州、廚出鳳城」。鳳城即為順德，可見順德於粵菜中所佔的位置，順德美食當中
又以魚、米、奶、禽、花，五種食材最具代表性，要食得地道就要食在源頭。 

食在順德 

Tour Code: RGHB03 

  
 

 

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 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客房 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 

 
尊賞巧安排： 
安排一團團友不多於 30 人。 
歡姐倫教糕製作坊~ (品嚐馳名小吃、送歡姐糕點禮盒) 



美味推介:                                                                                          
 
 
 
 
 
 
 
 
 
 
 
 
 
 
 
 
 
 
 
 
 
 
 
 
 
 
 
 
 
 
 
 
 
 
 
 
 
 
 
 
行程:                                                                                               
 
第一天：西九龍高鐵站 ~ 廣州南站 ~ 順德 ~ 
水鄉人家私房菜 ~ 逢簡水鄉 ~ 歡姐倫教糕製作坊 
~ (品嚐馳名小吃、送歡姐糕點禮盒) ~百丈園陳村店花宴 

逢簡水鄉︰是一條鄉村，位於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
是當地具有嶺南水鄉特色的旅遊景點之一，因景色可媲美江
蘇省的周莊，故有「順德周莊」的稱號。該村位於交通要道
上，村落建築沿河而建。村內共有石橋 30 多座，其中以三
座石拱橋「文明橋」、「巨濟橋」和「金鰲橋」最為著名。
巨濟橋及文明橋是在宋朝建成，金鰲橋則是由清朝康熙皇帝
御賜。 

早餐    自理    
午餐    水鄉人家私房菜 
晚餐    百丈園陳村店花宴 

 【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 (酒店以大床房為主) 

第二天：酒店自助早餐 ~ 自由活動 ~順德無骨魚六食宴 ~ 

順德和園 ~順德黃但記私房菜 

 

 
順德和園︰嶺南和園位於佛山順德區北滘鎮，是一個展示
嶺南園林藝術、傳承廣府優秀文化的旅遊景區與園林博物館。
共有“明清—清末民初—民國—新中國”四個階段的嶺南
園林設計融入和園設計之中，形成北山南水、建築薈萃、亭
閣水鄉、疊石花山四大特色景觀，以“同聚順和、粵韻流風、
水月松風、雲岫精廬、泰和書院、百味鹹寧”六大景緻，展
現出一幅山水、街市、人家的嶺南水鄉生活畫卷。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順德無骨魚六食宴 
晚餐    黃但記私房菜 

【順德美的臻品之選酒店】 (酒店以大床房為主) 

 

第三天：酒店自助早餐 ~ 自由活動(約 11:00 離開酒店) ~ 
豬肉婆美食宴 ~ 廣州南站 ~ 西九龍站 
早餐    酒店餐廳    
午餐    豬肉婆美食宴 
晚餐    自理 

水鄉人家私房菜：是著名旅遊小鎮逢簡水鄉最有名的順德私

房菜館。 

均安蒸豬烤完後蒸，外裹著芝麻、香蔥和調味料，很入味。 

脆皮糯米雞，糯米飯吸收雞味，雞皮又脆脆的，好味道，糯米

飯內容也很豐富。 

豬肉婆私房菜：遠近馳名，裝修古色古香，許多人慕名

而來。制作的食材平平無奇，然而味道令人印象深刻。 

招牌豬肚湯、金牌鹽水雞、蔥仔骨香牛奶、缽仔柚皮等，都

極具特色。 

黃但記：已經有 90 年的歷史，是陳村粉的發明者。 
蒸的陳村粉口感軟糯順滑，炒的陳村粉筋道彈性，油香滋味強
烈。配上濃味咖哩滋味一流。 
脆皮一口豆腐、炸雲吞拼炸牛奶亦為必食推介！上過《尋味順
德》、《天天向上》及《我們來了》等電視節目。 

百丈園陳村店花宴：老闆用蔬菜基地里產的食材來招待朋

友應酬賓客的私家飯堂，慢慢聲名在外，開店經營，這裡堅持

只做順德菜。除了堅持傳統的順德烹飪理念，所有菜式不用味

精、雞精等調味料。 

順德無骨魚六食宴：無骨魚以鮮、嫩、滑、無骨著稱。順德

廚師熟知魚骨的分佈，用精湛的刀工先將魚骨去除然後起片！

一食：順德拆魚羹、二食：特色浸無骨魚片、三食：豉汁蒸魚

頭、四食：煎焗魚骨、五食：薑蔥焗魚腩、六食：涼拌魚皮。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行程書背頁或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
假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客人
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入內參觀  I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PRC20-002-05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A%E5%BE%B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1%BA%E5%BE%B7%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AD%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BA%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9C%9D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	 須填報名表乙份及繳交訂金如下 : 

團費 訂金收費 餘數繳付限期

HKD5,000元或以下 HKD2,000 40天

HKD5,001 - HKD10,000元或以下 HKD3,000 40天

HKD10,001元或以上 HKD5,000 40天

•	 其他地區訂金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	 餘款須在餘數繳付限期前全數繳清，逾期未清繳費用，「本公

司」將訂位作廢，另所繳之訂金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後，才獲發還，所繳之訂
金也不得轉與他人或轉用於其他出發日期或其他旅行團。

•	 任何遲報名者須於起程前10個工作天內全數繳付團費，須以現金或銀
行本票支付。

•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必須自行選擇購買適當的旅
遊保險；顧客有責任及必須閱讀和理解保單內的條款細則，及應
確保符合保單上的條款及條件。如顧客於出發前14天仍未能提供
旅遊保險資料或拒絕購買旅遊保險者，「本公司」將取消顧客之
相關訂位，並從所繳團費中扣除因取消訂位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	 請保留收據，以作特殊情況下退款之憑據。    
•	 減免折扣優惠，必須於報名時申請及提供證明予「本公司」或「本

公司」之特約旅行社。　    
•	 年齡未滿21歲的顧客須符合下列報名要求：    
•	 15歲以下：必須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    
•	 滿15歲而未滿21歲：如非與父母或監護人同行，則必須由父母或監

護人同意並於報名表簽署作實及具備一份合適的旅遊綜合保險及一
份入境國家認可的同意書。

•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	 若有任何旅遊查詢，請致電 2115 9828。

費用包括
•	 機票：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飛機線適用)
•	 鐡鐵路：行程表內所列之鐵路車票。    
•	 酒店及郵輪住宿：根據行程表內所列或同級酒店，房間是以兩人

共用一雙人房為原則。 
•	 如顧客不同意與其他顧客共用一雙人房間，須辦理報名時提出請

求，「本公司」須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	 若團體報名而有單數之同行者不同意共用房間時，必須於報名時

確認其單人之性別，以便「本公司」盡量安排相同性別之領隊或
顧客共用一雙人房；「本公司」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要求顧客繳付
單人房附加費，顧客不得異議。（適用於指定團別）

•	 交通工具：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
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交通工具下，採用空氣調節遊
覽巴士或旅程表內所列之各式交通工具。  

•	 膳食：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突發或無法預料
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顧客將獲安排旅程表內所
列或同類食肆。

•	 遊覽節目：各項遊覽節目在不損害「本公司」及其他代理人在發生
突發或無法預料事件情況下有權替換行程內之項目下，均按照旅程
表內所包括之遊覽活動。

•	 領隊之服務：華藉專業領隊隨團出發。每團之出發人數以不少於
15人為原則，在特殊情況下，若人數不足15人「本公司」將不派
領隊隨團出發，將由當地導遊接待。

•	 行李：每位限攜帶手提行李一件，規格以交通服務供應商為準。
寄艙行李數量及重量須視乎交通服務供應商而定，如行李額外超
重，費用須由客人承擔。

•	 嬰兒收費只包括交通服務供應商出票費，不包括機位或座位、酒
店或郵輪住宿、膳食及其他佔座之交通等安排。

 

費用不包括

•	 旅遊證件、各國之入境簽證費及針痘紙費用。    
•	 給予領隊或導遊或司機之小費。    
•	 各國之機場稅、港口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  
•	 個人行李重逾二十公斤而航空公司收取之附加費。  
•	 代航空公司或政府收取附加費、稅款或其他徵費服務費每位不多於

港幣250元。
•	 一切私人性質之費用。    
•	 所有行程以外之觀光節目。    
•	 因私人、交通延阻、罷工、颱風或其他情況而「本公司」不能控

制所引致之額外費用。    
•	 旅行平安、醫藥、行李等保險。

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
•	 「本公司」可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

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於處理團員退款時收取該
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
網頁http://www.tichk.org/public/website/b5/codes/directive/223

•	 若參加人數不足，或已知或受到不可抗力事件的威脅，「本公司」
有權提前取消旅行團，並按香港旅遊業議會相關指引作出安排。

•	 指定特殊團別、加班團、包機團等，臨時取消及退款辦法，請參
閱有關單張行程上所列。    

•	 除經「本公司」之特別同意及安排，「本公司」或其委託機構均不
接納顧客在出發日或旅途中自行更改由其他人士代為參團，已報名
的顧客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本公司」無須發還任何團費。

•	 顧客如在旅途中突然退出 或不參予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
住宿)，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亦不會安排其他
替代活動。 

•	 顧客因任何理由選擇取消旅行團，應出發日期前先以書面或電子
郵件方式提出，其他方式將不被接納。惟「本公司」如接納顧客
取消旅行團，「本公司」有權於所繳團費或訂金中扣除因取消旅
行團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
司」的行政費用或向顧客要求任何方式索償。

•	 凡顧客更改旅遊目的地或日期，「本公司」仍會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迎合顧客。惟顧客須繳付因此而引致的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機票、酒店的費用及「本公司」的行政費用。

 

旅行團服務費指引
•	 由2015年6月1日起報名，旅行團服務費已屬“非建議性質”及其

收費內容包括1) 領隊服務費 2)當地導遊及導賞員服務費 3)旅遊車
司機服務費。客人須根據尊賞假期收費項目繳付。

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指引
•	 「本公司」及集團內之附屬公司、代理或商業夥伴（不論是在香

港或外地）擬使用客人的個人資料作市場推廣、促銷、服務或產
品等用途。如未經客人同意，我們不可使用，若客人反對有關資
料作上述用途，請發電郵至： webmaster@texpert.com

特約旅行社

牌照號碼：353894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所有團費並不包括0.15%之印花費，客人鐡另行繳付並
為團友帶來可靠保障，包括：特約旅行社    

(一) 旅遊業議會基金：顧客因旅行社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如期隨團旅遊，
可申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二)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導致傷亡之
人士，提供經濟援助。此計劃並非取代保險；團友應自行購買保險，以求全
面保障。

如想查詢有關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之資料，請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
管理委員會秘書處電話熱線：3151 7945查詢。

旅客必須取得印花收據，方可獲得『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為確保以上權益，本公司建議隨團旅客保留已蓋有TIC印花之旅行團收據正
本交予在港親友妥善保存，以作突發事故之意外或保險索償用途。

重要責任及細則 (顧客須於作出任何付款前細讀本“重要責任及細則”所載的條
款及條件，當顧客付款後將視為接受所有條款及條件)

尊賞假期有限公司 Premium Holidays Limited

旅行團別 出發前通知日期在
(不包括出發日及通知日)

收費

中國及亞洲旅行團

40天前 全額訂金

39-34天前 50%之全額費用

33-21天前 75%之全額費用

20天或以下 全額費用

* 其他地區取消旅行團收費請與本公司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