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馬假期

中越、北越三大世界遺產 精華典藏七日遊
下龍灣、陽光峴港、會安古鎮、順化皇城‧豪華深度七日遊
(全程精選住宿、全程無購物)
『中越峴港』是世界著名的六大海灘之一，在歐美人眼中，名氣可媲美夏威夷海灘的渡假
勝地，其水天一色的海灘亦不遜於馬爾地夫，除了有無敵藍天碧海之外，還有讓你發思古
之幽情的古城，以及那片都市人久違了的寧靜！

一生難得的經驗，值得您一遊的行程．奇景渾然天成，古城人文薈萃
西元 1965 年越戰爆發，也讓越南這個國家首次得到世界的注意；時至今日戰爭的
烽火已經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了越南重新站上世
界舞台的機會，在西元 1993 年—至西元 1999 年先後給
屬於越南的遺跡評價，將它們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
嶄新的越南等著各位來此尋寶；體驗屬於這個國家的文化魅力

【世界遺產之旅】越南(中北部)三大世界遺產介紹
※順化：三朝古都
曾為越南三代皇朝古都的順化，是越南接受中
國文化的最佳歷史見證，曾經迷人的輝煌古蹟
雖經過戰火的薰陶，幸而城內的傲然輪廓，仍
深深透著皇者氣派，絕非其他城市可比於 1994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紫禁城』為『世
界文化遺產』
※會安：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
像是披上鮮亮黃衣的中國小村子，鄰近還有充滿
詩意的秋盤河，閒逛古城與河畔，讓您踏著慵懶
的步調感受遠離文明的樂活人生於 1999 年被世
界文教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峴港：細白沙灘 全球第六
這座有著陽光，美麗沙灘的度假勝地，過去越戰
期間，可是身為美軍基地的重要港口，綿延 30 公里的峴港沙灘面向南中國海，
擁有無比藍的海水，質地細緻的白沙，加上不受污染破壞，徹底擁有不受打擾的
度假空間於 2005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為『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
※下龍灣：海上桂林
下龍灣超過 3600 多座的島嶼，散佈在將近
4000 公里的海面上，各島嶼當中又有奇特的
鐘乳石洞，風景相當優美，不僅有《海上桂
林》的稱號。一望無際的海洋，在這裡徹底
顛覆，海面上散佈了大大小小的島嶼和無數
船隻，讓這片海域熱鬧起來。不只是數量驚
人，島上的岩石外表奇形怪狀的模樣，都讓
人看了驚奇連連。也不僅海上的風景好，島
上形成許多變化多端的岩洞，洞內的鐘乳石風光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漫遊迦南島：搭乘傳統竹桶船 + 樂釣螃蟹趣
迦南島位於會安對岸，於會安碼頭搭乘船隻約 30 分鐘之船程，會安秋盆河一條發
源於寮國與越南邊境地帶橫穿越南的河流，河邊水鄉景色美不勝收。秋盆河會安
這側商鋪林立；對岸也就是迦南島還尚未開發，是一片相對原始的自然生態風光，
岸上密布著水椰林、檳榔樹，島上居民大多以捕魚及木雕維生。就讓我們體驗搭
乘傳統竹桶船，穿越原始自然生態風光，及體驗樂釣螃蟹趣。

行程特色 :
◎全程不進指定購物站，讓你玩的有尊嚴，讓你玩的輕鬆自在。
◎海雲嶺遠眺 2009 年由 Worldbays 列名"世界文化遺產的海灣-Lang Co 灣。
◎【順化皇城】1994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世界文化遺產』。
◎特別安排『人力三輪車遊順化皇城區』一人一台。(小費敬請自理，每人越幣 20,000 元)
◎安排香江遊船+參觀天佬寺。
◎20 世紀初期越南建築的代表建築--啟定皇陵。
◎安排參觀占婆博物館。
◎安排每人每天贈送一瓶礦泉水。
◎贈送越南團體照乙張。
◎贈送越南傳統斗笠乙頂。

全程無購物，不進購物站，讓您玩的開心無壓力。
【國際參考航班時間】**正確航班以說明會資料提供為準**
起飛地點/抵達地點
航班號碼
起飛時間/抵達時間
VN 571
0730 / 0930
台北 TPE  河內 HAN
VN 185
1830 / 1950
河內 HAN 峴港 DAD
VN 123
1215 / 1340
峴港 DAD  胡志明 SGN
VN 570
1625 / 2105
胡志明 SGN  台北 TPE

【精彩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河內越南民俗博物館(54 個越南少數民族文化) 下龍灣

上午於桃園國際機場集合後，搭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市，河內位於越南北部紅河三角
洲，為北越首府、越南國都，擁有多達 72 座湖泊，昔日曾命名為昇龍；傳說為李太祖建
朝時看見一尾長龍自河中騰躍，到了阮朝時因為四周圍繞著紅河，故更名為河內。1873
年法軍占領河內，並以河內為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的所在地，現在市區內還保留約有
8000 棟的法式殖民建築。
★【越南民族博物館】毋須舟車勞頓前往山城沙壩或大勒山區，來到越南北部河內，走
一趟民族博物館，依然可了解越南少數民族風情！於 1997 年開幕，不論館藏或設備，在
越南全國都算得上數一數二，而且 54 個民族的文化，豐富多彩，使這個博物館十分有看
頭。越南民族博物館(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可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大部分，室內
展示列出各個少數民族的日常用的耕作器具、刀具、武器及多彩的民俗服飾、樂器、婚
喪喜慶、祭祀用品；同時也有文字解說及影音輔助介紹，可深入了解每個民族的特色與
文化背景，更設立展示出以真人大小之比例做成之少數民族嫁娶、種田耕作….等擬真作
品，相當生動。戶外展示區請來了不同族群部落的人搭起多座具少數民族特色的屋舍，
包括越族(Viet) 的屋舍、岱族 (Tay) 的高腳屋、埃第族(Ede) 的長屋，傜族 (Yao) 半
穴居房、巴拿族 (Bahnar) 的公共空間、嘉萊族 (Giarai) 的墓室、占族 (Cham) 的雙
層屋頂房……。眾多特殊的住房形式代表了不同民族適應環境的需求，也反映了不同的
社會組織與宗教信仰！此館更收藏了高達上萬件文物及一萬五千多張的黑白照片展覽，
非常值得一探究竟，深入了解參觀。
◎【下龍灣 Halong Bay】下龍灣享有世界天然千浮島奇景之一的美名，並有「世界奇觀」
之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下龍灣位於越南下龍市，為
典型喀斯特地貌，數不清的小島促著述矗立在碧藍的海面上，將下龍灣點綴得特別有味
道，相傳這裡在很久以前，人們曾飽受外敵侵略之苦，上天派神龍下凡，吐出龍珠協助
越南民眾抵抗外侵，結果龍珠落入海中化為岩石，而留下石灰岩構成的大小島嶼，形成
自然防衛，驅除外患，解除被侵入的危機。由於下龍灣中的小島都是鍛石岩的小山峰，
且形式各異，景色優美，與桂林山水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下龍灣有「海上桂林」之美
譽。

早餐：飛馬溫馨早餐+機上套餐
中餐：VIET KITCHEN 越廚餐廳料理
晚餐：漁村餐廳越式海鮮料理
住宿：★★★★ 下龍灣‧皇家蓮花酒店 或 皇宮酒店 或 下龍廣場酒店
或 西貢下龍酒店 或同級酒店

第二天

下龍灣公主郵輪暢遊下龍灣 ~ SUN GROUP 集團女皇雙層纜車+太陽之

眼摩天輪【皇家海岸樂園～越南國寶水上木偶劇】
下龍灣當地專業人士精心建造的大型郵輪航行於下龍灣獨特美景之中。下龍灣公主郵輪
設計具現代豪華風格，使用中央空調系統，擁有三層公共活動區域，除觀賞最熱門的下
龍灣景點參觀之外，下龍灣公主郵輪特別安排了娛樂表演，不論是越南婉約樂器演奏或
是菲律賓籍唱將歌手現場帶動氣氛下伴您在船上輕鬆、舒適享用越式百匯自助餐。
預計航行時刻表：下龍灣公主郵輪航程表(以下行程由 PRINCESS CRUISE 安排)
07:45 ~ 08:15 抵達【Saigon Tourist Jetty 西貢碼頭】 在白齊夜市(Bai Chay night
market)後面，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
08:15 ~ 08:30 貴賓們登上下龍灣公主郵輪，由船經理進行行程及郵輪安全講解介紹。
08:30 ~ 09:40 展開海上旅程與活動，第一站我們先前往驚訝洞。
09:40 ~ 10:40★【Hang Sung Sot 驚訝洞】驚訝洞 Hang Sung Sot 是由法國人 1901 年
時發現的，和另一個岩洞 Trinh Nu Grotto (Viv Cave.處女洞) 一樣位在 bo Hon lsland
上。驚訝洞是下龍灣規模最龐大最漂亮的鐘乳石山洞。約有 10,000 平方公尺，可大致分
為前後兩大石室，洞內形形色色的鐘乳石、石筍、鐘乳石柱，數量大的驚人，岩洞共有
分成三部分,一走進岩洞後,就可看到鐘乳石的地型,以不同燈光照亮鐘乳石成現鐘乳石
紋，營造出莊嚴神秘渾然天成的氣氛，讓您驚訝大呼大自然的偉大力量。接駁船返回大
船後，繼續航行 15 分鐘前往 Titop 島，這是下龍灣最棒的取景點。
10:55 ~12:15★【Ti Top 島】【TI TOP】島是下龍灣眾多島嶼中.少數胡志明(越南第一
任國家主席)造訪過的小島之一，1962 年胡志明陪同蘇聯太空英雄 Ghermann Ti Top 拜
訪下龍灣時曾經登上這個無名小島，後來胡志明就以 TITOP 為小島命名。
【TI TOP】島上
擁有下龍灣少數的潔白沙灘，在下龍灣是特別受歡迎的景點之一。在此您可選擇自費兩
人一艘獨木舟划行於美麗寧靜的海域，由於圍繞著大小石灰岩島，這些海域平靜無波如
同內陸湖泊，可選擇於沙灘遊玩，也可以選擇沿著島上山丘的 400 階長梯登高至頂鳥瞰
整體的下龍灣風景，會發現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形狀，像一座天然的樓台，嶙峋山石和
幽暗的山洞有著許多神話故事傳說‧‧‧。
12:15 ~ 14:15 用餐時間到囉！品嚐下龍灣公主郵輪的精心準備的自助午餐，包含有越
式及西式口味。在享受美食之餘，下龍灣公主郵輪繼續航行下龍灣通過龍島、猴島、龜
島、蟾島、鬥雞島、象島。在島與島之間穿梭來往欣賞這美麗的景緻，將下龍灣宏偉壯
麗的風景盡收眼底。
14:15 ~~下龍灣公主郵輪停靠西貢碼頭，結束這美好的旅程。船隻停靠碼頭。
【SUN GROUP 集團女皇雙層纜車+太陽之眼摩天輪】SUN GROUP 集團於下龍灣最新開幕的
女皇雙層纜車採用雙層巴士概念，可以最大乘載 230 人由下龍灣市的白齋與鴻基兩地搭

乘時間僅需 5 分鐘，不僅節省旅遊車程時間且可居高臨下俯瞰下龍灣當地重要交通樞紐
白齋橋還有自然的下龍灣美景。另外 SUN GROUP 集團繼峴港亞洲公園文化村太陽之眼摩
天輪備受遊客喜歡後，在下龍灣的鴻基新開放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太陽之眼摩天輪。太陽
之眼摩天輪每節車廂最多可容納 6 人，乘坐環繞一周所需的時間大約為 15-20 分鐘，帶
您瀏覽感受不同於峴港旅遊景點的越南風情美景。
【皇家海岸樂園～越南國寶水上木偶劇】水上木偶劇，是越南最具特色的傳統民間舞台
戲，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木偶戲，它稀奇的地方，就在於木偶戲於水池面上演出；表
演者必需長時間浸泡於水中，利用其強勁的臂力及純熟的控繩技巧，讓玩偶生靈活現的
演出各項傳說故事，其動靜合宜的神態令人拍案叫絕。表演是在水上搭一座紅瓦磚頂的
小水榭，稱為水上神亭，用一張竹簾從上垂到水面，操縱木偶的人就躲在竹簾後，木偶
則固定在細竹竿的一端，另一端由人操作。這項自越南李朝時期（西元一 0 一 0 一一
二二五）即開始出現的藝術表演，源自於湖泊、池塘遍布的紅河三角洲一帶，當時據說
是一種向皇帝祝壽的藝術禮儀，後來逐漸流傳民間、從北越傳到全國，十八世紀達到全
盛時期，並且以多樣化的劇目吸引觀眾，風靡全越。木偶戲象徵著童年、歡樂與傳統文
化；隨著觀光業的興盛，越南獨具特色的水上木偶戲，得以視為國寶耀眼的展現於觀光
客的面前，一齣齣扣人心弦的劇目，獨特的表演方式，在在顯示其與眾不同的魅力，是
遊客暢遊越南的首選節目。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郵輪 下龍公主自助百匯
晚餐：古魚餐廳越式海鮮料理
住宿：★★★★ 下龍灣‧皇家蓮花酒店 或 皇宮酒店 或 下龍廣場酒店
或 西貢下龍酒店 或同級酒店
第三天

下龍灣 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一柱廟)文廟悠遊三十

六古街  峴港
河內在四季春、夏、秋、冬色彩鮮明變幻下，穿上了她最好的花卉服裝，表現出不同樣
貌的簡約之美。河內舊市區以還劍湖為中心也是河內當地居民的休閒場所，在清晨與黃
昏之時可以看到追求健康精神的人們，三兩結伴散步或快走慢跑。還有重點位於還劍湖
區北面的 36 條古街區，洋益異國風情的懷舊街道，現在則是觀光客聚集遊覽之處，咖啡
廳及個性特色小店林立，更適合走走欣賞。
◎【巴亭廣場】如果說首都河內是越南的心臟，那麼巴亭廣場可以說是河內的心臟。巴
亭廣場位於市中心，還劍湖西北，廣場長 320 米，寬近 100 米，可容納一二十萬人，
是河內人民集會和節日作用中的場所。這裏有莊嚴的胡志明主席陵墓、胡志明博物館和

胡志明主席故居。數條林蔭大道由廣場向市區輻射，長 1000 米，寬 24 米的雄王路貫通
廣場。
◎【胡志明陵寢 Lang Chu Tich Ho Chi Minh】位於巴陵郡的巴陵廣場上的胡志明陵寢
－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於此宣布獨立，從此這一天便成為越南的國慶日。 (註：外面
欣賞，不入內參觀。)
◎【一柱廟 Chua Mot Cot】是李朝皇帝於西元 1049 年間所建，寺廟外觀狀如蓮花，內
供奉觀世音菩薩，傳說可求神賜子，當地許多越南婦女都會前來上香求子嗣。
★【文廟－國子監 Van Mieu-Quoc Tu Giam】文廟是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文廟
建於西元 1070 年李朝時代，為祭祀孔子及他的四大弟子，雖歷經千年的時間，依然保持
原始的風貌，讓您親身體會越南古老的歷史及與中國文化不可抹滅之關係。
◎【漫步悠遊 36 條古街區】36 條古街位於【還劍湖】旁。【還劍湖】的由來是述說 15
世紀李黎王如何取得寶劍將元軍驅離越南的故事。【還劍湖】週邊樹木蒼翠，充滿綠意，
湖水清澈如鏡。36 條古街區由來是在 11 世紀李王朝的時代，這裡以皇帝的城邑而繁榮
發展，師傅們依照職業別而居，由於有 36 個，因此取名為 36 街。這地區原本是�q 河
和其支流的氾濫區，整個地區的河道交錯，在雨季時河水暴漲達 8 公尺高，隨著時間流
轉，滄海變桑田，河道被馬路所取代，經過千年的演變，這地區現在已有 76 條街，街名
仍保留原有的行業名稱。在此千年歷史的舊街區內遊逛時，你可看到多個世紀內進行的
商品買賣活動至今仍不成改變。擁有一千年以上歷史的三十六條古街，都以販賣的東西
不同分別集中區域及規劃！有中藥街、打鐵街、草鞋街、喜慶街、木偶街、餅乾雜貨街、
紙街、米街 …. 等，為越南最重要的城巿古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鼎泰豐中華風味料理
晚餐：明英餐廳越南風味料理
住宿：★★★★ 峴港‧LEHOANG 海灘酒店 或 漢河酒店 或 會安太平洋酒店
或 會安 Mercure 酒店 或 同級酒店
第四天

會安迦南島原生態體驗(乘越南簸箕船欣賞水鄉椰林風光、螃蟹火鍋

農家味) ～會安傳統燈籠手作+越式下午茶～會安古鎮（世界文化遺產- 進記
古宅、日本橋、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夜遊會安(自由活動)～峴港
享受一個越南清新的早晨，在飯店內輕鬆的享用早餐
原味越南~會安迦南島原生態體驗(乘越南簸箕船欣賞水鄉椰林風光、螃蟹火鍋農家味)
會安古鎮碼頭搭乘擺渡船出發，約 30 分鐘之船程，則可以抵達秋盆河明珠～迦南島（Dao
Cam Kim），迦南島主要以水椰林及原生態自然風光而聞名。岸上密布著水椰林、檳榔樹，
島上居民大多以捕魚及木雕維生。 登上迦南島後再乘上碗公船（簸箕船），在當地漁民

的帶領下穿梭椰林水道之間，觀賞美麗的秋盆河兩岸風光，感受著濃濃的鄉村休閒風。
放眼望去，河道裡星星點點的簸箕船，恰似秋盆河上的一道靚麗風景線。而越南特有的
簸箕船在椰林海風中隨波逐浪，宛若在大海中一顆顆跳動的音符，譜寫著一曲漁家風情
樂章。 漁民們之中會有一位技藝高超的漁夫獨自划船出來，開始在簸箕船上表演精彩絕
技，只見漁夫將圓圓的簸箕船操控自如，將碗公船舞弄的旋轉翻飛，之後會挑選膽子大
的旅人還可以一起參與表演，當漁夫將簸箕船劃得高速旋轉，上下左右翻騰，而遊客在
船中則緊緊抓住船架，尖叫不已，刺激萬分，高超的技藝更是令遊客們的喝彩聲和掌聲
不絕於耳。
【會安古鎮】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會安古城定爲世界文化遺産 會安古城（Hoi An）
是中國人在南越定居的第一個城市，漫步古城老街，映入眼簾的都是熟悉的漢字。明末
清初之時，有五位明朝大將軍不願投降清朝，攜家帶眷渡海在這兒安身立命。鄭和下西
洋到越南時，就是停留在會安，從此帶來了華人移民。 要感受會安古城濃厚的中國氣息，
要到 Lei Loi 及 Tran Phu 兩大老街，兩旁盡是已屹立了數百年的古老中式建築，建築由
山牆、彩色鴛鴦瓦蓋頂、硬木做成的柱椽、門扇、紅牆綠瓦組成深宅大院，無論是屋子
的結構、佈置及傢俱，都極富中國氣息。後來法國人新蓋的法式古典庭園式建築夾雜在
古城之間，依著秋盤河而建，悠閒又浪漫。法式建築外形漂亮、線條優美，外牆裝飾歐
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頗具藝術性。 會安現今古建築的式樣、街道的佈局，體現了中、
日、越文化與建築風格的結合。既展現了中、日式建築的古樸和優雅，又融入越南人的
自然審美觀和生活情趣，人文文化傳統得到良好、完整的保存。雖然經歷了多年的戰爭，
會安古城卻沒受到破壞。幾個世紀過去了，小城依然保留著曾經的樸拙古韻。
【古鎮法式下午茶】古城的午後，是多愁的，放鬆心情讓濃濃的咖啡香、靜謐的文化氣
息，心靈感受古城的獨特魅力，輕鬆度過午後時光，拋開煩惱，享受法式的浪漫。
【進記古宅】是會安最古老也是保留最完整的古宅之一。該建築興建於 19 世紀初期，表
現出 17 世紀時居住於會安的的中、日、越三大民族的文化特色融合。根據記載晉家族在
16 世紀末期淪為中國的政治難民，因此舉家遷移到越南，而這棟商宅便花費了 8 年的時
間建造，至今依然保持原始風格。古宅的狹窄的門面是商家，內部空間狹窄，後方的小
天井則直通河流，這是方便讓當時的商人在洪水氾濫時，方便將貨品搬運到二樓之故。
然而中國對越南在建築、藝術及文學上的強烈影響，在此處處可見。
【日本橋】又稱來遠橋，西元 1593 年興建，由日本人建造的木造拱橋。當時這座橋是連
結日本城與中國城。橋上有屋頂供遮蔽用，北側建有小寺廟。依據某個故事的說法，這
座橋是猴年興建，狗年完成，因此兩側出入口分別由猴子與狗守護，相傳它們是古代日
本尊崇的吉祥物。
【福建會館】為族群集會所建，之後成為供奉媽祖的寺廟。在此可以看看精巧的璧飾、
雕像身上紅色及綠色的外表、中國帆船的複品，會館內供奉媽祖祈求庇佑當地人民平安，
在會安是古街裡最有魅力的旅遊點。

【廣肇會館】建於 1786 年，此會館由廣東商人所興建的，正殿供奉關公，入口處兩側更
繪有桃園結義和關公千里送嫂的彩圖，會館內還有一座華麗的水池，用瓷磚鑲出精緻的
龍型圖案。 漫步於會安古城，民家、會館、寺廟、市場、碼頭等等不同樣式的建築集中
於古城，為中古時期象徵東方的城市提供一個最佳例證，彷彿時光倒流。
到了傍晚會安古城成了燈籠的世界，或明或暗的燈光透過各色的燈籠，折射出一種朦朧
的美，把這座古城妝扮得更加迷人而富有生機。
夜色由燈籠編製色彩而成，明亮著，嫵媚著，多彩卻不像燈光構造的那般浮華，彩燈影
逸映於秋盆河面，與漁火相融一潭。伴著燈影綽綽，別具一分文藝情懷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迦南島道地風味~螃蟹火鍋料理
晚餐：HOI AN HOME 古城創意料理(會安美食)
住宿：★★★★ 峴港‧LEHOANG 海灘酒店 或 漢河酒店 或 會安太平洋酒店
或 會安 Mercure 酒店 或 同級酒店
第五天

峴港 順化古都順化京城、紫禁城（世界文化遺產-含三輪車）

啟定皇陵天姥寺～香江遊船順化
【順化京城、紫禁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 1994 年認定紫禁城為『世界文化遺產』 順
化的美不僅僅是自然風光，還有它的歷史人文氣息。 順化京城面對香江，背靠禦屏山，
呈四方形，每邊長約兩公里半，四周有護城河環繞。內靜心湖夏天蓮花盛開，清風陣陣，
荷香四溢。 這裡曾先後是越南封建王朝舊阮、西山阮和新阮朝的都城。歷代皇帝的宮殿
建築“皇城”便在北部順化的京城裡。順化的皇城面對香江，背靠禦屏山，是仿造中國
的故宮修建的，與故宮有頗多相似之處。皇城有午門、和平門、顯仁門、彰德門四個城
門。1945 年 8 月 30 日，阮朝最後一個皇帝保大就是在午門正式宣佈退位，把象徵皇權
的寶劍和玉璽交給了臨時代表團，標誌著越南封建君主制度的最後廢除。越南的皇城裡
也有太和殿，是皇家逢年過節舉行盛大朝拜儀式的地方。皇城之中又有紫禁城，是皇帝
及後妃、皇子居住的地方。這相當於北京故宮中的內廷部分，除宮女、太監，外人不得
進入。雖然在越戰期間，順化皇城的許多建築受到破壞，但這仍然是目前越南保存最完
好的古建築群。 而皇城腳下的順化，城市生活節奏不快，但是安靜古樸，滿城鳥語花香，
那種悠閒寧靜之美讓人樂而忘返。
【三輪車遊古城】安排搭乘三輪車遊覽順化京城體會越式浪漫風情，這裡觀光三輪車也
頗具順化特色，沿途您可細心品味沉睡中的古城之美。(一人一台，小費 30000 越盾，敬
請自理)
【啟定皇陵】「啟定皇陵」又名「應陵」，建於一九二零年，於一九三一年完成。一九
一六至一九二五年間是啟定皇九年的在位期，當一九二六年啟定皇去世時，皇陵尚未建

造完成，由其子第十三代保大皇繼續修陵。在入口處有一排雄偉的雕龍階梯直達皇陵的
前院，平臺上有象形、馬形及文武百官等石像，中央立著一塊刻滿中文的石碑，是保大
皇帝悼念其父啟定皇帝的追思文，在陵墓上方的平臺上有一尊與真人般大小的啟定銅像，
皇陵內部地板舖著彩色的琉璃瓦，牆上有巨幅祥龍壁畫，內廳的左右兩側有花磁磚與碎
玻璃拼成的彩色壁畫，敘述各種不同的故事主題。 啟定皇陵隱於周珠山的山丘上，佔地
雖小但氣宇不凡，建築風格融合中國及法國的特色，與其他皇陵有著不同的風格，遠看
皇陵像是一座氣氛神祕的歐式城堡。 皇陵耗時 1I 年於 1931 年才終於完成皇陵雖小，卻
是日用萬人以上的人力建造，創下十三朝建築花費金額最高的紀錄。而阮朝皇陵的修建
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在當時引起深深的民怨。它作為越南人民勤勞與智慧的結晶，
成為今日越南珍視的文化遺產。如今，這座皇陵卻是越南保存最完整的古蹟，對國家財
政造福最多的皇陵。
【天姥寺(靈姥寺)】位於順化城西郊香江江畔，聳立於北岸高處，是中國式佛寺，已有
近 400 年的歷史。天姥寺佔地很大，有幾進的殿堂，樹木鬱鬱蔥蔥。寺內有一高塔，名
福祿塔，為越南著名古塔之一。塔呈八角形樓閣式，古樸凝重，寺內有一重達 3600 公斤
的大鐘。在寺邊臨江遠眺，江上清風徐徐，山青水秀，田園風光盡收眼底。
【仿古龍船遊香江】人們都說香江是順化的靈氣之源，水呈淡綠色而且又非常清澈，香
江兩岸樹木蔥籠，據說是因為上游長滿繁密的石菖蒲，清澄的河水中，總是飄著淡淡的
幽香，香江之所以得名。蜿蜒清澈穿過古城，將古城分成南北，也塑造出不少風景雅致
的角落。江岸兩側全為綠草覆蓋，藍天、白雲、青山、綠水，人在此彷彿置身於畫中。
香江景色之美，尤在黃昏入夜時，萬家燈火、滿天星斗一同慢慢點亮，映照在碧波之中，
搭乘著仿古龍船，不時的古刹鐘聲為伴，美的享受臻於佳境，曾吸引騷人墨客流連忘返，
也不知使多少遊人為之陶醉和讚美。
今晚特別安排【皇帝宮廷宴】您可穿著古代皇宮朝服扮演皇帝、皇后、宰相、大臣、宮
女、太監等各種角色拍照留念，享用晚餐時尚有古樂欣賞，及宮女獻唱越南古典民謠，
讓您感受皇帝宴最高樂趣的至高享受。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富城餐廳越式風味料理
晚餐：順化皇帝餐+宮廷表演
住宿：★★★★ 順化‧艾爾朵拉酒店 Eldora 或 EMM 酒店 或 茫清酒店 或
同級酒店
第六天

順化海雲嶺（美麗海岸線、遠眺陵姑灣) 雲霧巴拿山 BA NA HILLS
(雲端夢樂園、法國山城、靈應寺、雲端纜車來回) 峴港

【海雲嶺～從懷舊歷史中走入美景的美麗路程】
高聳入雲的海雲嶺，是越南集地理、交通、氣候、歷史的重要分界地，是由芒高、白馬、

巴那、海雲等四座山所組成的峰群。由於山嶺上終年白雲繚繞，白雲、藍天、蒼海渾如
一體，如海似雲，「海雲嶺」因而得名。嶺上的隘道，在十五世紀時是越南與占婆王國
的分界線。十七世紀有越南學者曾形容海雲嶺為「足立於海，峰頂於雲」。
海雲嶺上建了海雲關，站在海雲嶺上的海雲關，南望是峴港，北望就是順化，有「天下
第一雄關」之稱，具「一夫當關」之勢。海雲關均用山石砌成，十分堅固，前關門上刻
有「海雲關」三個大字，後關門上題有「天下第一雄關」六個大字。這裡是越南近代史
上最著名的戰略要點之一，很多故事都發生在這裡。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花了兩年
時間，從全球五百個獲提名的地方選出五十個被其稱之為「五十個人生不可錯過的旅遊
勝地」
，越南從峴港至順化約一百公里一帶舊路段即是其中之一。 從海雲嶺俯瞰陵姑灣 ，
眼前呈現一片碧海藍天，又見山峰高聳，熱帶林木延伸直至海岸邊。2009 年 5 月 16 日，
世界海灣俱樂部（Worldbays）把陵姑灣列入「世界最美海灣」。
【雲霧巴拿山 BA NA HILLS（法國山城、百年酒窖、靈應寺、夢樂園一票到底）】 巴拿
山（BaNa Hills)位於峴港以西 40 公里處，早期法國殖民時代中，海拔 1487 米，氣溫長
年較山下低 6℃至 8℃，清涼又舒適。早於 20 世紀初，這裏已是法國人的避暑勝地，近
年當地政府將巴拿山重新發展，打造成一個休閒度假區，在山上大興土木，不但建大佛、
寺廟，還重修昔日法國人的酒窖，闢建室內機動遊樂場及大型空中城堡度假村等，儼如
一個空中樂園。乘纜車登山，路程要分兩段，第 1 段是 2009 年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
的「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單纜吊車」，總長約 5,042 米，由設在景區入口的 1 號纜車
站出發，前往海拔 1,330 多米的 2 號 Ba Na 纜車站，全程需時約 20 分鐘。纜車開始攀升
的頭 10 分鐘，腳下盡是樹林、山澗，之後開始變得雲霧繚繞，感覺如騰雲駕霧；下車後，
再轉乘小火車(瑞士少女峰觀光小火車-復刻版)，到殖民時期法國人在山上興建的隱蔽法
國百年酒窖參觀(每人紅酒或果汁一杯)，然後沿山路而下，到大佛和靈應寺參拜，那裏
有個數十米高、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釋迦牟尼坐像，近看相當宏偉，像下刻了多幅石雕
畫，釋迦俯視含笑的表情，令人感覺親切。 「Ba Na Hill 法國城堡」：有如置身歐洲
中世紀的時光中，來到這裡有如來到人間仙境，乘上纜車往外看著一望無際的遼闊森林、
茂密叢林和瀑布，縱橫溪谷其間，除了欣賞原始的生態，不時還會有白雲相間、雲霧飄
過，猶如一幅山水畫，置身於仙境般，感受與大自然美好與清新。「杜莎夫人蠟像館(如
需參觀，須現場自付入場券 VND100,000-約 US5)」：館內超過一百尊栩栩如生的蠟像，
遊客可以於全新的韓流專區與 RAIN 來段熱舞 POSE，以及感受熾熱韓風；於全新的功夫
專區與成龍切磋功夫；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裡合照；並進入虛擬人物及超級英雄的
世界～魔幻王國。「Fantasy Park 樂園室內遊樂園」：擁有最新的室內遊樂設施，您可
以搭乘刺激的自由落體，或前往 5D 立體電影進行互動式的遊戲，當然還有許多適合親子
的遊樂設施及攀岩運動等，一定要體驗最長的戶外斜坡滑車，可以自由控制著滑車，悠
閒著在迷宮花園中，在這裡一票到底，你可以盡情遊玩。「LUGE 滑車」：從半山腰搭成

LUGE 滑車，一路滑行下來，沿著 650 公尺的跑道迅速滑下，拐過一彎又一彎，完全自主
控制車速加倍刺激！全程約 5 分鐘，讓您想一玩再玩。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巴拿山～古堡山城風味自助餐
晚餐：景觀大排檔活撈海鮮餐
住宿：★★★★ 峴港‧LEHOANG 海灘酒店 或 漢河酒店 或 會安太平洋酒店
或 會安 Mercure 酒店 或 同級酒店
第七天 峴港山茶半島 (河內或胡志明)  桃園國際機場
【山茶半島】
，距離蜆港市中心約半小時車程，可以鳥瞰整個蜆港市。沿途景色不在話下，
觀山觀海，各取所需。山上觀音像高達 67 公尺，據說是亞洲第一高，以大理石做成，肅
穆非常，旁靈應寺擺設羅漢，姿勢各異其趣!!過去是美軍軍事基地，越戰時期，是北越
最畏懼害怕的軍事基地，現在已全部開放。由於地理位置優異，假以時日，必成觀光重
要景點, 。隨後整裡行裝集合，最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中餐：機場簡餐
晚餐：機上享用
住宿：★★★★★ 溫暖的家
【備 註】
本行程交通住宿餐食及景點，有時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景點，若遇特殊情況如飛機、船調度延誤起
飛、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會以當地安排為主，
敬請各位旅客見諒。

參團所需資料：
護照正本(有效期 6 各月以上)、二吋彩色底大頭照片 2 張(近 6 個月內).
【自費行程】
◎下龍灣按摩(90 分鐘) NT700 元/人(含小費)
◎河內熱石按摩(90 分鐘) NT 1000 元/人(含小費)
◎下龍灣出海快艇遊海中湖

NT 400 元/人

◎河內電瓶車遊 36 古街 NT 200 元/人(團費內含)

越南資料:
越南：是個【安全友善的目的地】、
【東南亞最進步的國家】
地理：北鄰中國雲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與寮國、柬埔寨兩國交界；東鄰東海。海
岸線長 3,200 多公里，有數十處充滿詩情畫意的海灘浴場，數千個大小島嶼。
越南：【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首都【河內】越南的地理環境是個狹長的國家，瀕臨狹
長的海岸線，風光綺麗，不僅是個旅遊的好地方，近年來已經掀起了旅遊的熱潮。更充
滿著良好的投資環境，目前台商投資在胡志明最多、北越也開始多起來、還有養殖業的
投資在北、中、南越都有。由於越南女孩勤苦耐勞，在台灣有許多男孩都娶了越南新娘。
漸漸的成為越南與我國相融的趨勢，演變成不可分割的重要族群。
時差：比台灣慢一小時
面積：330,000 多平方公里
人口：8,300 多萬人
電壓：以 220V 為主，大飯店內有 110V 插座。
匯率：USD.1=約 20,000 越盾； NTD.1=約 680 越盾

◎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對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示鼓勵，
國際間對服務者給予小費，是一種禮儀，請配合給予! (建議司機、導遊、領
隊每人每天共約新台幣200元)
◎越南當地服務小費參考：
房間床頭小費每人越盾＄10,000元。(約合台幣15元)
行李小費每人越盾＄10,000元。
按摩小費每人越盾＄70,000元
寧平划船小費每人越盾＄20,000元
三輪車小費每人越盾＄20,000元

出發日期：國曆 10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農曆 8 月 01 日
團費報價:$34800 元
※團費包含：第一天出發的早餐,台灣機場來回接送、導遊司機小費、行李小
費、保險 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
機場稅金燃油附加稅。
※團費不含：個人護照證件辦理費用、行程中如有自費項目費用、國際電話、
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證件費用：團體新辦護照：1,400 元.
飛馬國際旅行社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二段 77 號
TEL ：05-5331100

FAX：05-5346600

爲您服務是我們的榮幸!!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祝您旅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