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越南～全覽(南中北越)典藏八日
(無購物 包自費 兩次按摩 含稅小費接送)
越南世界文化遺產之旅~~海上桂林『下龍灣』
、
『陸龍灣』順化古都『皇宮遺址
群』、十六世紀國際商港『會安古城』

浪漫指數破表 【特別安排】
【下龍灣女皇雙層跨海纜車】是越南 SUN GROUP 集團在下龍灣建造的女皇雙層纜車可容納 230 人

【下龍之眼摩天輪】Sun Wheel 摩天輪為全世界最高的，高度為 215 公尺。每車廂最多可容納 6 人。
環繞一周所需的時間大約為 15-20 分鐘。

PS. 【下龍灣女皇雙層跨海纜車、下龍之眼摩天輪】如因天候因素停駛則改成下龍灣全身按摩 60 分鐘(不
含小費)。

【今日越南】
越南，由南至北長達 3000 公里，無論地形、氣候、風土人情，
變化極大，感覺驚艷。六、七十年代的越戰情景早已悄悄為人忘
卻，今天的越南盡是景象繁榮，儘管改名胡志明市 30 年了的西
貢，現在又褪下教條式的共產主義思想，全面改革開放。放眼望
去，胡志明市似乎是更加資本主義化，比起 30 年之前的西貢大
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波波的新建設、一條條的新公路，越南彷彿
是在極力掙扎脫殼的金蟬，全面開放、鼓吹旅遊之下的越南，讓
人不但體驗到現代化，還能夠同時留連在令人回味無窮的特色鄉

土。今天，旅遊越南，或者也只能在戰爭博物館裡才能看得見當年越戰種種情景。現在，旅遊越南，你
只能感覺到越南人的熱情與真誠，能看見的居然會還是一片當年法國殖民時期的風光和民俗。今天的越
南，讓人感覺不到一絲過去慘烈的越戰痕跡，令人驚愕。今天的越南，看見和感覺到的居然盡是美麗和
溫馨。

【世界自然遺產~~下龍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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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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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風景好以及文化資產之外，港口特有的水上雜貨店在海邊來來回回穿梭交
易，也熱絡經濟活動。由於下龍灣擁有豐富的觀光資源，旅遊人口已達到 300 萬人次，越南政府希望全
力衝刺觀光事業，讓下龍灣成為國際觀光景點的明日之星。

【 世 外 桃 源 ~長安湖生態風景區】
共有 31 河道潭水穿越 48 洞穴（目前只開放 7 個洞穴，山澗河川混合，遠眺河水平靜綠草如茵，河旁的
矮山樹林常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河面上，構成一幅極美的圖畫，是夢寐以求的渡假勝地）。抵達碼頭後安
排乘坐小舟，在寧靜的蜿蜒小河乘著徐徐清風而行，綠油油的原始叢林覆蓋山麓、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
奇峰異石風光十分明媚，呈現出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沿河畔兩岸風景比下龍灣有勝之而無不及，清澈見
底的河水可媲美九寨溝，水波不興，偶見小屋，遺世獨立，舟
子在山石間浮游，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讓人覺得彷彿
進入深邃氛圍裡，緩緩的走進這塊世外桃源、清幽寧靜的幻夢
奇境，讓人沉浸在一股彷彿與世無爭並與身體共譜出一首輕鬆
悠哉的樂曲，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奢侈享受！整個旅程乘船將帶
領您穿越 7 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給您不一樣感
受。

【世界文化遺產~~會安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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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文化遺產~~三朝古都順化】
順化曾為越南三代皇朝的古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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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小巴黎—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也稱為西貢，為越南最大的城市。300 年前還是一片荒蕪
的沼澤地，如今已成為發達繁榮的城市，是越南最重要的經濟、商業中心。
胡志明市又被稱為「東方小巴黎」，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裡隨處可見的法
式建築。法國人在統治西貢期間，修建了不少法式建築，把本國的風貌帶
到這個東方國家。紅教堂、市政廳、中央郵局……每個地方均可體現到法
國人的浪漫情懷以及胡志明市人的包容精神。除了法式建築以外，胡志明市的越戰遺址也受到遊客們的
關注，為遊客帶來了對戰爭的反思。

行程特色：
☆搭乘越南航空班機，暢遊中南半島，越南航空幫您實現夢想。
☆全程飯店兩人一室，及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下龍灣】已被聯合國文化組織評為世界八大自然奇觀之一，也是世界四十九大自然遺產之一。
☆下龍灣遊船以歐美團使用規格作業，有別於一般市場上所使用的船隻，不與他團併船使用。
☆安排下龍灣欣賞國寶級 「水上木偶戲」。
☆參觀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己有千年歷史的「文廟-國子監」。
☆安排遊覽古色古香的傳統商店街【三十六條古街】。
☆安排單趟『單趟觀景電梯』登上『五行山』輕鬆觀賞山川美景。
☆特別安排『順化香江遊船』
☆貴賓安排每人每天贈送一瓶礦泉水，及贈送越南團體照乙張與越南傳統斗笠乙頂
☆特別安排『人力三輪車遊順化皇城區』一人一台或『電瓶車遊順化皇城』。

★全程無購物站 NO SHOPPING，讓您輕鬆暢遊北越。
註：越南車程較遠中途停靠廁所休息站，皆賣當地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 本行程為無購物站行程，但如旅客想購買越南伴手禮，可在車上向導遊登記選購，選購項目：咖啡、
腰果、龍眼乾、椰子糖、綠豆糕、咖啡糖等

餐食安排：

☆全程酒店內享用豐富早餐
☆安排英豪餐廳越式合菜風味餐
☆特別安排『蓮花餐廳越式風味自助餐』、『SOHO 餐廳百匯自助餐』及『黃燕風味自助餐』
。
☆下龍灣遊船上海鮮餐(每人一隻花螃蟹)
☆特別安排『順化皇帝宴』，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觀賞古代宮廷樂曲
☆特別安排『夜遊西貢河遊艇餐』，享用越南烤乳豬。一邊欣賞西貢河美景一邊享用越南美食。
☆午、晚餐含有酒水每桌 1 瓶可樂及 3 瓶啤酒。《自助餐級飯店內用餐除外》
【精華越南旅程，UNESCO 遺產文化】
【下龍灣】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八大自然奇觀之一，也是世界四十九大自然遺產之一。在不同光、影投射下自
然的奇岩美景中帶領您進入多層次的感受中，是您一生中必遊旅遊聖地之一。位於廣寧省的下龍灣面積廣達
1553 平方公里﹐羅列著 1969 座島嶼，這些島嶼是由二億五千萬年歷史的石灰岩經溶蝕、堆積，加上海水侵蝕
而形成壯麗非凡的景觀，也就是所謂的喀斯特地形。許多較大的島上形成天然石筍、石林、鐘乳石此奇景令人
嘆為觀止。

【會

安】1999 年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宣布為世界文化遺產“會安 Hoi An”在五世紀開始曾是重要的海港城市，
是東南亞最重要的華埠，是各國商人雲集於此交易生活的重心，從會安古城的建築和街道樣式，可發現受中國，
法國和日本影響最深。濃厚的中國風老建築多為具有百年以上的屋齡，山形牆、瓦蓋頂、門扇、大院，由外到
內建築體格局，家具、擺設，門前有熱鬧街道，門後通河岸停泊碼頭，道出以往繁華海港的生活態度。

【美山聖地】1999 年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宣布為世界文化遺產“美山聖地 My Son”在西元 200~1700 年間統領越南
中南部的「占婆王國」
，於 4 世紀起開始建造，供奉占婆神靈及歷代國王，而占婆神靈中又以占婆王國的守護
神濕婆神為主。1885 年由一群法軍在叢林中發現掩蓋的占婆塔群，此地為越南一個時代文化交融的例證，它借
鑒了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教建築風格，曾為占婆王國的政治和宗教首都。整個占婆建築有著獨特的細緻美感，初
到此地有種在越南驚見吳哥窟的感覺。

越南中部 峴 港：2017 年最新開幕國際連鎖酒店：【 GRANDVRIO CITY DANANG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 】

GRANDVRIO CITY DANANG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是日本經營觀光旅遊及娛樂項目的行家 Route Inn 集團繼海外成功開發
設立連鎖企業下在越南峴港最新的旗下品牌之一，Route Inn 集團計畫將在 2025 年前擴大越南境內共計 50 間酒店和度假村
來滿足貴賓的旅遊需求。GRANDVRIO CITY DANANG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位於峴港市中心最繁華的街道上，距離漢江只
有幾步之遙，距離機場五分鐘路程，距離海灘十分鐘路程，酒店內的房間設計寬敞舒適，明亮清爽充份的讓入住貴賓有度假
休息的氛圍。Hanatei Restaurant 餐廳及 Grand Cafe 咖啡廳提供多重口味的美食佳餚供您選擇，水療按摩芳香項目可以協
助您享受獨特且有效的放鬆身體上的疲勞不適。GRANDVRIO CITY DANANG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專業人員在嚴謹的訓練
下提供熱情且有效率的服務是集團引以為傲的最大資產，歡迎您前來入住停留享受旅遊趣事。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 GRANDVRIO CITY DANANG：網路服務(由酒店提供，如有異動以酒店公告為主)

全程不進購物站

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第一天

越南航空

VN571

桃園

07：45

胡志明

10：15

中段 第二天

越南航空

VN128

胡志明

14：30

峴港

15：50

中段 第五天

越南航空

VN1542

順化

10：35

河內

11：50

回程 第八天

越南航空

VN578

河內

17：25

桃園

21：10

第一天 桃園－胡志明市－古芝地道－西貢河遊船晚餐+歌舞表演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由本公司專業領隊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越南第一商業大城，素有東方巴黎之稱
的【胡志明市】
，1975 年北越共軍解放南越之後大舉南進接收，原名「西貢」的南越首都被改名為「胡志明市」
。今天南越人
仍然習慣稱它為西貢，胡志明市只是他的官方名稱。目前為越南最大經濟重鎮，擁有寬闊林蔭大道的美麗街景，尤其典雅浪
漫的法國遺風，火炎樹夾蔭道路的露天咖啡座，幾乎使人誤認置身於法國的香榭大道上。

★【古芝地道 Cu Chi Tunnels】聞名世界的越戰遺蹟一的古芝地道，位於胡志明市西北郊 75 公里處，全長 250 公里的地下
通道密如蜘蛛網縱橫在地下，並處處佈滿了陷阱，戰時人稱越共總部或紅色首都，旅客至此可親身體會到戰爭之恐怖情景，
附近仍保留有越戰時所用的坦克車及直昇機及雕堡等殘骸，讓您有如置身於越戰現場之感覺，亦可試鑽僅可容納一人的古芝
地道，可親自感受戰亂之恐怖與殘酷景像。

★【夜遊西貢河 TAU BEN NGHE 大白鯊船餐廳】西貢河是南部胡志明市最大的河，西貢港口建立於 1862 年是一優良的內
陸港口。夜遊西貢河是當地熱們的旅遊項目之一，安排 TAU BEN NGHE 大白鯊船餐廳為西貢河上最佳遊船之一。在 TAU BEN
NGHE 大白鯊船餐廳上除有餐食供應之外，更有豐富的音樂舞蹈表演節目及其它深具娛樂性節目安排，讓您在西貢河河岸燈
光聲影陪伴之下享受悠閒渡假的氣氛。
當晚安排【夜遊西貢河】水上饗宴，並特別安排（越式蜜汁烤乳豬）
。您可一邊享用美食，一邊欣賞西貢河沿岸迷人的夜景，
船上並有歌舞表演，旅客可在此盡情享受南國的悠閒夜晚。
早餐：國內早餐

午餐：黃燕風味自助餐

晚餐：TAU SG 西貢河遊船晚餐+烤乳豬(含酒水)

住宿酒店：西貢安國酒店 RAMANA SAIGON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胡志明－百年教堂－百年郵局－市政廳－峴港－山茶半島

◎【西貢大教堂 Notre Dame Cathedral】－又名紅教堂，在 1877 年落成矗立在胡志明市中心的百年教堂，也是胡志明市著
名地標之一。

◎【百年大郵局 Main Post Office】－法國殖民時期所留下來的產物，最具特色的建築，也是法國在越南的首間郵政總局，
自 1892 年正式啟用至今，不知不覺已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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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愛華中式餐

晚餐：SOHO 餐廳自助餐

住宿酒店：GRANDVRIO CITY DANANG 峴港格蘭德瑞奧酒店或同級
第三天 峴港－迦南桶船生態遊－五行山(含上山電梯)－迦南桶船生態遊－會安古城(日本橋、廣肇會館、福建會
館)
★【迦南桶船生態遊】迦南島（Dao Cam Kim）位於秋盆江臨近出海口的生態寶地，主要以水椰林，蘆葦及原生態自然風光
而聞名。迦南島除了自然農村生態之外，最重點的娛樂項目是當地人用竹木編制圓桶形狀而成，稱之為“桶船”或另稱為
“簸箕船”在秋盆江河中泛舟戲水而行。“桶船”多為容納 2-3 人，掌舵的船家多為民間高手，一見面先送上手工精心制
作的草本環冠亦或是草本戒指，這禮雖輕但情意特別濃。當然高手們不過過招今天可是會一整天不舒坦的，突然水中的“桶
船”圍成一個大圈，中間一位技藝高超的船家在“桶船”上表演船中絕技，慢慢的!慢慢的開始轉呀轉的，利用手中的搖
漿與身體之間的平衡，即時整條船已傾斜成幾十度角，還可像不倒翁般的停留在水面上，精彩的表演獲得大家的讚揚掌聲。
隨後，順著長長綠意盎然的水道，“桶船”們悠閒地划水前行，穿過水道後則來到大渡口處，準備結束這迦南桶船生態之
旅，留下美好的旅遊記憶。
再次提醒叮嚀：為了各位貴賓的安全，搭乘船隻時，請務必全程穿著救生衣，並配合導遊指示活動。

◎【會安 Hoi An】位於峴港市約 30 公里處，充滿著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古城，會安古城於 17 世紀時東南亞的國際港，也
是當地越南主要貿易港。這古老的街道，百年古厝處處顯露了這獨特的文化氣息，在 1999 年的 12 月被聯合國世界文教

科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址，在會安古城上，慢步行走古城區由黃昏至天色漸漸變深感受不同光線下的古城區。會安招牌
的滿月節，每到滿月之夜(初十四、十五晚)在這古老的城鎮裡家家戶戶懸掛會安傳統燈籠不受限現代化電力影響，星星點
點般的尤其在秋盆江河畔倒映著閃閃的燈火，很有味道的旅遊情懷。

★【會安古城區 Hoi An】在 1999 年的 12 月被聯合國世界文教科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址，走入會安古城區有如一座活生生
的博物館，具有百年以上歷史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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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再經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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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會館】於 1967 年所建的福建會館是會安最重要的一座華人會館又名金山寺，
是華橋聚集的重要會所。會館內色彩豐富的中國風裝飾與保護人民祈求安康的媽祖神像都是會安古城內值得一訪的。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 GODA 餐廳(越式合菜)

晚餐： Ngoc Tuyet 餐廳(越式風味)

住宿酒店：Emm Hotel Hoian 或同級

第四天 會安－海雲嶺－靈姑灣－順化市－順化皇城－紫禁城－天姥寺、香江河遊船－順化皇帝宴
早餐後，前往位於越南中部以獨特的依山傍水景色聞名於世並素有越南黃金海岸美稱的『山水海灘』美麗迷人的浪漫景
色令您流漣忘返！對大自然造物者的神奇力量由內心發出由衷的讚歎！隨後搭車前往『順化古都』
，此地就像中國的北京
城一樣，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 於 1994 年認定順化為世界文化遺產，肯定其歷史文化觀光價值。抵達後展開【古
都順化皇城】的精彩參觀行程，隨後再行展開精采的順化京城古都巡禮，越南阮朝十三代皇宮【紫禁城】約 1000 公尺四
方的皇宮王城（The Citadel and Imperial City）
，內外共分三層，最外層因為護城，寬 21 公尺高 7 公尺，周長共有 10 公
里，開有十道門，並有護城河圍繞，城內有龐大的宮殿、內有午門、太和殿、寺廟及花園、橋樑等古建築群體。第 2 層
為文武百官與皇室居所，周長為 2400 公尺，共計有 4 個門，以南向的午門為正門，經由午門和參道後，可直抵太和殿。
最內層是為紫禁城，是皇帝辦公及皇室起居之所在，其間包含了皇帝上朝處所勤政殿、皇帝寢宮乾成殿、皇后寢宮坤泰
殿、及皇室娛樂戲劇表演的閱識堂及御花園等皇室重要的起居場所，阮朝開國君王於 1804 年始建，費時 30 年完工，為
1802 年至 1945 年阮朝之皇都，此地就像中國的北京紫禁城有異曲同工之妙。搭乘仿古龍舟畫舫遊覽【香江河】
，在江風
徐徐的吹拂下，瀏覽香江邊兩岸之風景及順化市集，古意盎然，非常詩情畫意。爾後船遊抵達，參觀【天姥寺】
，此寺建
於香江畔的山丘上，寺前有福緣塔於 1844 年由阮朝第三位皇帝啟定皇帝所建，塔右側有碑石閣、左側有六角閣，塔後聖
殿則供奉三寶佛。
晚餐安排【皇帝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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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感受至高無上的享受。晚餐後接往酒店休息，解除旅途的疲憊。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 BIET PHU THAO NHI(庭園越式風味)
住宿酒店：順化世紀濱江 CENTURY RIVERSIDE HUE HOTEL 或同級

晚餐：ROYAL PARK 皇帝宴

第五天 順化市－河內市－越南民族博物館－SUN GROUP 集團女皇雙層纜車+太陽之眼摩天輪－世界七大天然
奇景【下龍灣】

◎ 【下龍灣 Halong Bay】下龍灣享有世界天然奇景之一的美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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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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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這裡在很久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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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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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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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英豪餐廳(越式風味)

晚餐：LANG CHAI 餐廳（越式海鮮餐)

住宿酒店：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New star halong hotel、米斯林酒店、芒清酒店 或同級酒店

第六天

下龍灣－全日遊船七小時(驚訝洞、TI TOP 英雄島) －皇家海岸樂園水上木偶劇

早餐後，專車前往碼頭，整日搭船出海遊覽世界級的下龍灣美景。隸屬廣寧省的下龍灣面積廣達１５５３平方公里，羅列著
１９６９個島嶼。下龍灣在東京灣２５０哩的海面上，散著千餘座獨立島嶼，像散落在海上的星子，蔚成海上石林齊奇觀，
又名『海上桂林』
，擁有３０００多座石林、石筍狀的小島，佇立在１５００平方公里的海面上，這些小島亦有龍島、猴島、
龜島、蟾島、鬥雞島..等別名，在這些由石灰岩所形成的島嶼，經過風化和海浪浸蝕後形成許多洞穴和鐘乳石洞等奇景，將
安排上兩座島嶼參觀島上的鐘乳石洞，洞內尚有古時隱士所遺留下來的漢文詩詞。我們將帶您參觀下龍灣最大的◎【驚訝洞
HANG SUNG SOT】鍾乳石山洞以及登上★【英雄島觀景台】的山頂上鳥瞰整體的下龍灣風景，您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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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安排在船上享用【海鮮餐】
，一邊欣
賞美景，一邊享受美味海鮮，別有一番風味，非常過癮！於傍晚返回碼頭，晚餐後帶領您前往欣賞越南最傳統的及相傳己有
逾千年歷史，於農閒及紅河犯濫期間，農民在水塘中築起戲台舞弄木偶以為娛樂，演變至今成為享譽國際的民族技藝【水上
木偶戲】
。觀賞完畢後返回飯店休息。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遊船上合菜(每人一隻花蟹)含酒水

晚餐：MITHRIN 餐廳酒店內用餐

住宿酒店：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New star halong hotel、米斯林酒店、芒清酒店 或同級酒店

第七天 下龍灣－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區－乘小舟遊覽－河內－36 古街(含電瓶車遊約 30 分)

早餐後，隨後專帶領各位嘉賓搭車前往【寧平陸龍灣】特別安排不同於市面上的『長安碼頭』搭著竹筏遊著碧洞欣賞石灰岩
奇景、兩岸寧靜的風光。
【長安生態保護區】共有 31 河道潭水穿越 48 洞穴（目前只開放 7 個洞穴，山澗河川混合，遠眺河水
平靜綠草如茵，河旁的矮山樹林常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河面上，構成一幅極美的圖畫，是夢寐以求的渡假勝地）
。抵達碼頭後安
排乘坐小舟，在寧靜的蜿蜒小河乘著徐徐清風而行，綠油油的原始叢林覆蓋山麓、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風光十分明
媚，呈現出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沿河畔兩岸風景比下龍灣有勝之而無不及，清澈見底的河水可媲美九寨溝，水波不興，偶見
小屋，遺世獨立，舟子在山石間浮游，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讓人覺得彷彿進入深邃氛圍裡，緩緩的走進這塊世外桃
源、清幽寧靜的幻夢奇境，讓人沉浸在一股彷彿與世無爭並與身體共譜出一首輕鬆悠哉的樂曲，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奢侈享受！
整個旅程乘船將帶領您穿越 7 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給您不一樣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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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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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自助餐

午餐：英勇(庭園)餐廳(羊肉火鍋+土雞風味餐

晚餐：SAHUL 酒店主廚中華料理

住宿酒店：sahul hotel 或 Muong Thanh Centre Hotel 或同級

第八天

河內－胡志明博物館－胡志明故居－胡志明陵寢－一柱廟─桃園

早餐後，前往參觀【胡志明陵寢廣場、胡志明故居、主席府、一柱廟】
。【總督府】
又名《主席府》建於 1906 年的黃色法式建築，原是殖民時期印度支那的總督府，
為胡志明主席處理國政之處。
《註：外面欣賞，不入內》
【胡志明故居】位於總督府
後面，是胡志明從 1958~1969 年居住和辦公的高腳屋區，高腳屋採取越南北部
山區民族傳統建築。前面是養魚塘，周圍種植樹木、四季常青。旁邊有一陳列室為
胡志明生前使用過的用品及車子。１０４９年創建的【一柱廟】稱得上是河內地標
的一柱廟，此祠廟建一根柱子之上造型獨特外型雖小，但卻是越南的代表古剎，而
寺廟立在蓮花池中的優雅姿態，是李朝皇帝於 1049 年所建。廟身為木造，矗立於水中一根直徑有 1.25 公尺的石柱上，狀如
蓮花。是奉祀觀世音菩薩的廟宇，據說是李朝皇帝因膝下無子，於是求神賜子，某夜夢見觀世音菩薩坐在蓮花座上，手抱一
子賜予他，不久果得一子。皇帝便建此廟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感謝神恩。如今是許多越南婦女前來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宇，香
火鼎盛。隨後整理行裝帶著滿載豐收心情及飽滿的行李，搭乘專車前往機場搭機返國結束愉快的越南之旅。
早餐：飯店自助餐

午餐：蓮花庭園 SEN 自助餐

晚餐：機上簡餐+國內宵夜

住宿酒店：溫暖的家

【備 註】：此為團體包裝行程，若有任何不參加者，皆視同放棄；恕無退費。孩童因其計價方式不同，
亦無退門票差價及其它費用。另本行程將視餐廳公休日而有所調動餐廳及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
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參團所需資料：護照正本(有效期 6 各月以上)、二吋彩色照片 2 張
●以下景點即日起規定不能穿短褲、短裙、無袖的衣服,須穿著長褲才可參觀●
1.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主席府
2.胡志明故居
3.一柱廟
4.西湖-鎮國寺
5.文廟

【加贈行程】
◎下龍灣按摩(90 分鐘) NT700 元/人(含小費)
(團費內含)
◎峴港按摩(60 分鐘) NT750 元/人(含小費)
(團費內含)
◎下龍灣快艇出海遊+小舟 NT 500 元/人
(團費內含)
◎河內電瓶車遊 36 古街 NT 200 元/人 (團費內含)
※本行程住宿飯店，以兩人一室為原則，卡單數則需補單房差。

※小費：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酌量給予小費以視鼓勵。
(建議司機導遊及領隊每人每天共約新台幣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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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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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費內含)
按摩小費 每人越盾＄70,000元 (團費內含)
寧平划船小費 每人越盾＄20,000元 (團費內含)
順化三輪車遊皇城 每人越盾＄20,000元(團費內含)

 出發日期：2018 年 3 月 17 日(六)
團體說明  最低成團人數 16 人
 全程兩人一室，無自然單間
專案暫報 37,000
簽 證

新辦護照

小孩佔床 與大人同價

白底兩吋大頭照兩張
護照影本
大人

1,500

小孩/役男 1,100

加床

X

小孩不佔床 x

作業金
嬰兒
(0-24 個月)

5,000/人
5,000

單人房差 6,500

報價包含越南簽證、司機導遊領隊小費、雲林-桃園機場來回接送、機場
稅金燃油附加稅、旅遊專屬客製化手冊、500 萬責任險+20 萬意外醫療險
報價說明
(依規定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限額投保 2 佰萬旅遊責任險及 3 萬意外醫療
險)、全程食.宿.交通.旅遊景點門票。
說明

小孩為 2-12 歲，嬰兒為 2 歲以下，12 歲以上視同大人

飛馬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 2 段 77 號
電話 05-5331100 傳真 05-5346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