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本會以往舉辦的駕車遊活動深受同業歡迎，參加者可駕駛自己的座駕暢遊各地景點，飽覽名

勝風光，品嘗地道美食！ 

本團特色  

 閩粵古建攬勝：潮州牌坊、閩南古厝、三坊七巷、客家土樓等。 

 知名企業參觀：金鷹（福建）印刷有限公司（金杯印刷福建生產基地）、福州大

興油墨有限公司（大興油墨福州廠房）。 

 歡迎駕駛香港車、中港車或內地車參加，非駕車者同樣歡迎報名，這是與親友同

業結伴暢遊交誼的好機會。 

 專業自駕遊旅行社將為參加車輛辦證，並派 2 輛工作車隨團帶隊。 

 品嚐各地地道美食。 

 入住當地豪華酒店。 

 

 

 

 

 

 

 

 

 

報名 

請以電郵（marketing@hkprinters.org）或傳真（+852-2861 0463）交回表格及文件。 

隨即將報名表連同費用以劃線支票寄交：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48-50 號二樓 

（支票抬頭："The Hong Kong Printers Association"或「香港印刷業商會」） 

截止日期：香港車：4 月 27 日／中港兩地車：５月 2 日／國內車：５月 7 日 

查詢：吳小姐（Erica, +852 2527 5091）或 傅小姐（Fanny, +852 3583 3656） 

2018 海德堡粵閩自駕遊 
深圳、汕頭、潮州、泉州、福州、廈門、永定、梅州 

5 月 17 日至 22 日（星期四晚至星期二） 

 

 

 
 

 

主辦 
 

 

冠名贊助 

  
贊助 

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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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行程 *僅供參考，會因應情況而作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Day 1：5 月 17 日晚 | 深圳灣入境 

傍晚由西部通道入境，入住：深圳前海 JW 萬豪酒店 

 

深圳前海 JW 萬豪酒店是寶安區內首家國際豪華酒店，坐擁前海灣美景，擁有舒適放鬆的客房，體驗賓至

如歸的服務。一個超級大的健身房、40 米無邊恆溫室內遊泳池、國際風味融合本土化地道美食，酒店的每

一個細節都做到極致完美，為你帶來放鬆美好的度假心情。 

Day 2：5 月 18 日| 深圳～潮州～汕頭 

早起，沿高速前往潮州（370km，約 4.5 小時車程），午餐後遊覽「潮州八景之一」的廣濟橋

和牌坊街；遊畢沿高速前往汕頭（50km，約 1 小時車程），出席歡迎晚宴後入住酒店。 

入住：汕頭龍光喜來登酒店 

廣濟橋，古稱康濟橋、丁侯橋、濟川橋，俗稱湘子

橋，位於潮州古城東門外，橫跨韓江，聯結東西兩

岸，為古代廣東通向閩浙交通要津，也是潮州八景

之一，集梁橋、浮橋、拱橋於一體，是中國古橋的

孤例，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獨特風格與趙州

橋、洛陽橋、盧溝橋並稱中國四大古橋。獲著名橋

梁專家茅以升譽為「世界上最早的啓閉式橋梁」。 

 

潮州歷代名賢俊彥輩出，朝廷表彰顯他們為國建功

立業的不朽功績而建的碑坊一個接一個應運而生，史載僅潮州市

區碑坊就多達 103 座，其分布密度，可謂全國絕無僅有。雖然現

在的牌坊多為重建，但刻在上面的文字就像一篇篇歷史人物小

傳，記載著不同歷史時期當地英傑的事跡。這些坊主中有潮安

人，也有揭陽、潮陽、澄海、普寧、程鄉（今梅縣）等潮屬各縣

歷史人物，因此，這條牌坊街已然成為潮州歷史文化的一條根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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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5 月 19 日 | 汕頭～晉江～福州 

早上沿高速往福建泉州（315km，約 4.5 小時車程），午餐後參觀晉江金鷹（福建）印刷有限

公司廠房，然後前往福州（190km，約 3 小時車程）晚宴，晚上泡湯解乏。 

入住：福州溫泉酒店  

金杯印刷福建生產基地——金鹰（福建）印刷有限

公司自 2008 年成立，提供全面的印前及印刷一站

式服務，包括：設計、製作、分色、柯式印刷、釘

裝及物流項目。主要製品包括各類包裝盒、禮品

袋、賀卡、玩具書、平裝書籍、字典、薄紙印刷、

雜誌、產品介紹書和紙類文具等，供應本銷及外銷

市場。 

 

福州是中國著名的「溫泉之鄉」，泡溫泉，已經是每

個老福州休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郁達夫筆

下曾寫道：「福州女子的另一特點，是在她們皮膚的

細白……最奇怪的，卻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工農傭

婦，也一例地有著那種嫩白微紅，像剛施過脂粉似

的皮膚。大約日夕灌溉的溫泉浴是一種關係……」，

可見福州當地溫泉的功效。來到福州，泡溫泉品茉

莉，是最愜意舒適、老少皆宜的娛樂活動。 

Day 4，5 月 20 日 | 福州～泉州 

早上前往福州的地標之一、被譽為「明清古建築博物館」的三坊七巷遊覽，遊畢前往大興油

墨公司廠房參觀；下午沿高速返回泉州（230km，約 3.5 小時車程），遊覽開元寺、西街，遊

畢前往下榻酒店。晚飯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前往繁華的塗門街逛逛，體味這個海絲古城的

時代新姿。 

入住：泉州馬哥孛羅大酒店 

 

大興油墨化工（香港）有限公司投資一億元人

民幣，建成能生產多品種、多系列、產能達萬

噸的現代化大興油墨（福州）有限公司，依靠

強大的技術力量和先進的生產設備，能自主研

發生產各種印刷油墨，暢銷全國各地，並出口

到美國、歐洲、日本、中東、東南亞及南美等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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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是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批准的「中國十大

歷史文化名街」之一，也是福建人氣最旺的國家 5A

級風景名勝區。這處位於福州市中心的歷史街區是

閩都文化的發祥地，自晉、唐形成，一直綿延繁榮，

有「中國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和「中國明清建築

博物館」的美稱，現存沈葆楨故居、林覺民故居、

嚴復故居等 9 處典型建築為代表，於 2015 年獲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發「亞太地區文化

遺產保護獎」。 

 

泉州的開元寺是福建省內最大的寺廟，建於唐代武

則天年間，至今一千三百多年。該寺不同於一般寺

廟建於山中，而是坐落於當時最繁華的的市井間，

只用一牆將塵世與佛國區隔，稱為紫雲屏，無形中

也縮短了塵世與佛門的距離。寺內東西兩座塔體現

古代建築造詣非凡 

 

西街是泉州最早開發的街道和區域，早在宋朝就已

經象徵了泉州的繁榮，這也是泉州市區保存最完整

的古街區，猶如一串耀眼的珍珠鏈，將泉州唐宋以

來眾多絢麗多彩的文物勝跡、古街古民居，以及附

於其間的名賢逸事、民間傳說一一貫穿起來。除了

開元寺、東西塔、城心塔，名人宅第、近現代洋樓

外，還保留著大量風姿獨特的古大厝，古色古香的

木樓群，簡直是一個活的建築博物館。 

 

Day 5，5 月 21 日 | 廈門～土樓～梅州 

酒店早餐後沿高速前往南靖（210km，約 4 小時車程）和永定（50km，約 1.5 小時車程），

遊覽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群，探尋隱匿在土樓世界的客家文化。遊玩過後沿高速返回廣

東，傍晚抵達梅州（135km）。 

入住：梅州昌盛豪生酒店 

想必看過《大魚海棠》的朋友都會記得當中的土樓

取景。福建土樓，主要分布在龍岩市永定縣和漳州

市南靖縣，因爲造型特別，體型巨大，在上個世紀

六七十年代曾被美國中央情報局誤判爲大型核基

地，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從此讓福建土樓名揚天

下。福建土樓因其大多數爲福建客家人所建，故又

稱「客家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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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螺坑都想見識一下土樓的「四菜一湯」，由四座

圓形土樓圍繞一座方形土樓組成，像極了民間酒席

桌上碟盤的擺法。俯瞰依山而建的土樓群，像極了

一幅靜謐的山水畫。沿著山坡而下，走進村子，近

看土樓壯觀之景，走進土樓風情人家。 

 

 

承啓樓，號稱獨一無二的「土樓王」。歷經三百多年，

至今保存完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集居住和防禦

於一體的山區大型窮土民居建築。高大、厚重、粗

礦、雄偉的建築風格和八卦陣式層巒起伏的內庭設

計，讓你走過之後便會念念不忘。 

 

 

 

梅州是客家人比較集中的聚居地之一，被譽為「世

界客都」。客家民系深厚的文化沉澱、獨特的民俗風

情、神奇的遷徙歷史，相信在此遊玩一定能感受到

濃濃的客家文化韻味。 

 

 

 

 

Day 6，5 月 22 日 | 梅州～深圳 

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後打道回府，途經河源（190km，約 3 小時車程）品嚐萬綠湖河鮮；下

午四點半前抵達深圳灣口岸（195km，約 3 小時車程），辦理車輛出境手續，返回香港，結

束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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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所需遞交文件 

個人團費（每位）：港幣$6,650 

包括： 

全程酒店房間住宿（佔半房，包早餐）；正餐膳食；行程景點門票：潮州廣濟橋、福州三坊

七巷、南靖土樓、永定土樓套票；導遊小费及旅行社行政費；旅遊團意外保险（最高賠付每

人 30 萬）。 

不包括： 

5 月 17 日晚膳；旅遊證件費；酒店房間消費及其他個人開支；交通阻延及其他未能控制之

情況下引致之額外費用。 

 

單人房附加費：港幣$2,640 
 

車輛綜合服務費（每輛車）： 

 香港車牌 中港兩地車牌 國內車牌 

費用 港幣$7,250 港幣$5,000 $4,350 港幣$5,000 $3,750 

包括 1. 中國報、清關及車輛擔保金； 

2. 國內臨時行駛證（車牌）； 

3. 交通監理（2 輛工作車）； 

4. 旅行社團隊食宿及差旅津貼。 

1. 國內臨時行駛證（車牌）； 

2. 交通監理（2 輛工作車）； 

3. 旅行社團隊食宿及差旅

津貼。 

1. 交通監理（2 輛工作車）； 

2. 旅行社團隊食宿及差旅津

貼。 

不包 1. 中檢驗車、國內交強險及第三者險（200 萬）——由香港

中檢驗車中心收取，約每輛港幣$900； 

2. 旅遊途中的車輛維修、保養、燃油及路橋過渡費； 

3. 旅遊途中因參加者違章或交通事故而產生的罰款和相關費

用； 

4. 入境車主的國內駕駛執照。 

1. 旅遊途中的車輛維修、保

養、燃油及路橋過渡費； 

2. 旅遊途中因參加者違章或

交通事故而產生的罰款和

相關費用； 

3. 入境車主之國的駕駛執照。 

註：未有大陸駕駛證者，請自行辦理臨時駕駛證。如有需要，可與本會聯絡。 

 

所需遞交文件： 

所有參加者需遞交：香港身分證副本、回鄉證副本 

車輛所需文件 香港車 中港兩地車 

1. 香港駕駛證副本   

2. 大陸駕駛證副本  — 

3. 車輛牌簿及車主回鄉證副本（公司車需要商業登記證）   

4. 車頭 45 度相（需見到車牌）   

5. 車尾 45 度相（需見到車牌）   

註：因這次為跨省活動，但中港車只可在廣東省行駛，所以仍需驗車以辦理保險和申請國內臨時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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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德堡粵閩自駕遊 報名表 

公司名稱：  地址：  

會員編號（如有）：  參團車牌號碼：  參加者以外車輛尚餘座位： 個 

聯絡人資料：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參加者 

中文姓名 

性

別 

香港 

手提號碼 

內地 

手提號碼 
電郵地址 身份證號碼 回鄉證號碼 

駕駛者 

(是/否) 

佔全房 

需附加費 

(是/否) 

         

         

         

         

 

現隨回條夾附以下所需文件： 

個人所需文件 （以示意） 

1. 身份證副本  

2. 回鄉證副本  

車輛所需文件 香港 

車牌 

中港兩

地車牌 

6. 香港駕駛證副本   

7. 大陸駕駛證副本  — 

8. 車輛牌簿及車主回鄉證副

本（公司車需商業登記證） 

  

9. 車頭 45 度相（需見到車牌）   

10. 車尾 45 度相（需見到車牌）   

 

簽署／公司蓋印：  日期：  

參加條款： 
1. 參觀行程及住宿酒店以本會最終決定為準。 

2. 如因額滿或不能成團，本會將退回所有已繳付之費用，無須負

任何責任。 

3. 團友如因任何理由於報名後退團，所繳付之團費概不退還。 

4. 在任何情況下，團友於途中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均當

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恕不退還。 

5. 團友如要求自行出發或中途參團，如因任何延誤以致未能趕上

原團安排之行程，其所繳付之團費恕不退還，其個人一切住宿

膳食，以及其他直接或間接的費用或損失，概與本會無關。 

6. 團友需自行查實其旅遊證件有效期，如因無效而未能入境，所

涉損失及所繳費用概與本會無涉。 

7. 本會對各類交通工具、住宿酒店、旅遊證件遞送等引致對團友

及行李之安全、財物損失、破壞或意外傷亡等問題，一切責任

概與本會無涉。 

8. 如遇特殊情況，本會保留權利更改或取消在行程上之安排而無

須預先通知。 

費用： 

1. 個人團費：港幣$6,650 x ____人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 

2. 單人房附加費：港幣$2,640 x ____人 

＝港幣$______________ 

3. 車輛綜合服務費：港幣$_____________ 

（香港車$7,250／中港車$4,350，國內車$3,750） 

總費用（1+2+3）：港幣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方法： 

請以電郵（marketing@hkprinters.org）或傳真

（+852-2861 0463）交回表格及文件。 

隨即將報名表連同費用以劃線支票寄交：香港灣仔莊

士敦道 48-50 號二樓（支票抬頭："The Hong Kong 

Printers Association"或「香港印刷業商會」）。 

截止日期： 香港車：4 月 27 日／中港兩地車：５月 2 日／ 

國內車：５月 7 日 

主辦  
冠名贊助  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