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搭全新 A321NEO【越竹航空】客機直飛東方夏威夷之稱的『峴港』，擁有最舒適經濟艙座位，比

一般航空間距更寬，提供您舒適的飛行體驗。 

✿特別安排峴港機場落地簽證+快速通關。 

✿全程 NO SHOPPING，不進購物站，讓您玩的開心無壓力。 

✿特別安排順化皇城搭乘【三輪車】夜遊古城風光，置身古城的古樸優雅，領略世界遺產之輝煌。 

✿特別安排順化搭乘【仿古畫舫】遊覽香江兩岸風光，古意盎然，詩情畫意，美不勝收。 

✿特別安排打卡熱門景點【粉紅大教堂】、【愛情橋】、【龍橋】、【日本橋】。 

✿特別安排佛教聖地【五行山】含電梯上下，欣賞海景、參觀洞窟及佛像必遊勝地。 

✿特別安排擁有東方夏威夷美譽的【美溪沙灘】『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絕美的蔚藍與美麗。 

✿特別安排【巴拿山】乘坐『世界最長獨線』纜車來回，打卡熱門景點『佛手黃金橋』，充滿異國風情

的歐洲小鎮『雲海城堡』，越南迪士尼之稱的『雲端夢樂園』。給您濃濃的法式風情。 

✿特別安排水鄉【迦南島】『搭乘竹桶船+樂釣螃蟹』體驗原始自然生態風光及垂釣螃蟹的農家趣。 

✿特別前往世界文化遺產，東南亞最文藝的【會安古鎮】，安排『放祈福水燈』特殊體驗。 

 

✿【順化古都】從 19 世紀開始就是越南阮王朝的首都，因此順化到處可見王宮、王陵等歷史遺跡。 

✿【黃金橋~神之手】站上「黃金橋」不但可以眺望層疊的山巒，遠方峴港的海面也可盡收眼底。 

✿【法式巴拿山城】山城上滿山皆是法式國巴洛克式建築群美輪美奐彷彿置身於香榭大道。 

✿【粉紅大教堂】如今成為服務於本地主教徒的教堂，如糖果般的粉紅色建築幾乎成為峴港的標誌。 

✿【最美海灣山茶半島】由全越南最長的吊橋『順福橋』相連接，沿途景色麗緻。 

✿【愛情橋】上面掛有數以百計的愛情鎖及心型紅燈籠，是當地情侶談情說愛的約會地點。 

✿【美溪沙灘】湛藍的海水，質地細緻的白沙，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 

✿【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這是一個綜合娛樂主題樂園，擁有許多遊樂設施，好玩得讓人流連忘返。 

✿【會安古鎮】漫步古城有如瀏覽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城裡的古蹟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給美好的旅程留下特別的回憶，贈送越南團體照乙張、越南傳統斗笠乙頂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 

✿【溫馨提醒】本行程於遊覽車上會販售越南地區各式名產，您可依您實際所需向導遊訂購。 

 

 

✿熱石按摩 90 分鐘(已含車資&按摩師小費) ：每位 NT$1,000 元。 

  來到東南亞國家，一定不可以錯過的就是按摩了，來到中越峴港一定要來體驗一下道地的越式按摩，

在旅行中一定要好好的放鬆一下，來個熱石按摩消除旅途中的疲勞吧！ 

  



  

✿順化：★★★★皇家精品酒店 ROYAL BOUTIQUE HOTEL 或同級 

 

✿峴港：★★★★白玉蘭酒店 MAGNOLIA HOTEL 或同級 

 
                

(時間若有調整，正確時間航空公司公佈為主。)  

本公司盡量忠於原行程，但仍保有行程順序與飯店同等級調整之權利。敬請明瞭 謝謝！ 

天數 航班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時間 

第 1 天 QH-551 桃園 峴港 13：25 15：25 2 時 00 分 

第 5 天 QH-550 峴港 桃園 08：40 12：25 2 時 00 分 

  

 下車拍照  入內參觀(景點內小門票或交通工具請自付) 

第一天 桃園峴港3H順化 

✿景點：下車拍照：順化古都、海雲嶺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越南中部第一大城～峴港。 

【峴港】峴港人口約 100 萬，為中部最大的深水港口及商業中心。由於位置良好，港口條件佳，自古以

來就是重要的國際港口與轉運站，非常繁榮。 

抵達後專車前往越南中部～順化古都，從 19 世紀開始就是越南阮王朝的首都，因此今天的順化到處可見

王宮、王陵等歷史遺跡。順化市建於西元 1802 年，為越南統一時期的首都，在阮朝的統治下，直到 1945

年，順化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及宗教中心。在都城、帝王城與紫禁城間，香江蜿蜒地淌流

而過，這獨一無二的封建古城，在 1993 年被聯合國納入世界遺產。 

【海雲嶺】您可於海雲嶺上欣賞景色秀麗宜人之海岸線風光及感受到 60 年代越戰時期兩軍隔山對峙的緊

張氣氛，海雲嶺(Hai 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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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部的長山山脈，由寮國邊境

穿越越南向東，一直伸入南中國海。主峰海雲山的海雲嶺，被稱為「越南的脊樑」，接近越南神祕的十

七度緯線，是南北越的中間點，南北交通要衝。 

✿餐食：早餐：XXX / 中餐：機上餐點/ 晚餐：LA PINES 餐廳越式風味餐(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住宿：★★★★皇家精品酒店 ROYAL BOUTIQUE HOTEL 或 世紀酒店 CENTURY RIVERSIDE 或同級 

    

第二天 順化3H峴港 

✿景點：入內參觀：順化京城三輪車古都巡禮、粉紅大教堂、APEC公園、搭乘仿古畫舫遊覽香江、 

山茶夜市 

✿景點：下車拍照：靈姥寺、龍橋、愛情橋 

早餐於飯店內享用，隨即安排精彩越南王朝古都尋禮。 

【順化京城三輪車古都巡禮】越南阮朝十三代皇宮～紫禁城，約 1000 公尺四方的皇宮王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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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發覺古蹟上所有古蹟上題字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字，這是因為中

國與越南的歷史淵源深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 1993 年認定紫禁城為世界文化遺產。 

【搭乘仿古畫舫遊覽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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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姥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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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在位置據說為龍脈之首，不僅地理風水好連風

景視野都是上乘之選。 

【粉紅大教堂】峴港市最有歐洲特色的要數這個建於 1923 年法國統治時期的天主教堂。它以高大鐘樓上

的風向標誌為記認，又被稱作雄雞教堂，係越南中部最大的西方教堂。如今成為服務於本地四千多天主

教徒的教堂，如糖果般的粉紅色建築幾乎成為峴港的標誌，鑲嵌著中世紀風格的彩色玻璃。 

【APEC 公園】位於韓江邊上，總面積約 3000 平方米，核心為雕塑花園。 

【車遊韓江】夜晚的峴港燈火闌珊，色彩繽紛非常浪漫。 途經峴港【韓江橋】、【龍橋】、【順福橋】、

【陳氏李橋】的四大橋樑。 

【龍橋】座落於韓江上，是世界最大的鋼鐵結構龍形大橋，橋上覆蓋 2500 個 LED 燈，特別是每週六和

周日晚上 9 點，還有機會欣賞到龍橋噴火。 

【愛情橋】位於龍橋邊的愛情橋，上面掛有數以百計的愛情鎖及心型紅燈籠，是當地情侶談情說愛的約

會地點，也是熱門打卡景點，愛情橋邊有個【山茶夜市】，內有小吃攤及販賣小東西手工藝品，讓您深

入瞭解當地人的夜生活。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香蕉花餐廳越式風味餐(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  

✿餐食：晚餐：UT THUONG 餐廳海鮮大排擋(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住宿：★★★★白玉蘭酒店MAGNOLIA HOTEL 或 韓江酒店HAN RIVER HOTEL 或  



✿住宿：★★★★格蘭城市 GRANDVRIO CITY 或同級 

 

第三天 峴港1H巴拿山1H峴港 

✿景點：入內參觀：五行山(含電梯上下)、 

                    巴拿山+雲端纜車來回(佛手天空步道、雲端夢樂園、法國山城、巴拿山夜景) 

✿景點：下車拍照：美溪沙灘 

【最美海灣山茶半島】距離峴港市中心 13 公里的山茶半島，由全越南最長的吊橋『順福橋』相連接，沿

途景色麗緻。過去這裡是美軍基地，山茶半島長 15 公里，最寬處 5 公里，最窄處 1 公里，最高峰 696

米，有原始林 4370 公頃，珍稀動物有爪哇猴、長尾猴、紅臉雞等等。半島上崗巒起伏，林木繁茂，並有

鳥獸出沒，已被劃為森林保護區。山茶半島上有一個沙灘叫 China Beach，素有越南黃金海岸的美稱，美

麗迷人的海灣真是令人流連忘返。 

【美溪沙灘】擁有全世界最美沙灘，到底怎麼美，美在哪裡？峴港的山水沙灘名列全球第六最美沙灘！

素有越南黃金海岸之稱的山水海灘約有 30 公里長，面對南中國海，沙灘乾淨、湛藍的海水，質地細緻的

白沙，再加上不受污染，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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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山】傳說有神仙住過，因此整座山都是香的，非常神奇。五行山原為海中島，多少年的變遷成了

陸地上的山。一開始名為五蘊山、五指山，西面有翰江，東面臨南中國海，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水、

木、火，金、土六座山峰（其中火山為雙峰）拔地而起，氣勢雄偉。由於風光秀麗。古人有詩寫道：「何

處景色勝五行，不遜仙境是蓬萊。山光彩石峰浴翠，古寺香霧繞雲岩。」五山之中以水山最美最大，水

山位於東北方，海拔一百零八米，山上有華嚴雲洞、華嚴石洞，靈岩洞、陵虛洞、雲通洞、藏珠洞、雲

月洞及天龍洞等。洞窟安置有佛像，常有信徒前來膜拜。山上有三台寺、慈心寺。靈應寺。寺內供奉多

尊菩薩、羅漢塑像，山上還有通天路和入地路。通過大路可以把遊客引向山頂，入地路則把人們一直引

到山腳下的海濱。 

【婆納法國山城-巴拿山】搭乘纜車，於 2009 年被列為健力士記錄的全球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一覽

精彩的峴港美景纜車長 16545 呎，直達海拔 4239 呎的山上。纜車剛開始攀升，腳下盡是樹林石澗，10

分鐘後以身處於雲海當中，眼前景像猶如身處仙境之中。法國人曾在此建立避暑區，氣候一日四季：早

晨春季、中午夏季、下午秋季、夜晚冬季。婆納有遼闊的自然林，溪泉縱橫其間，天氣晴朗時，站在主

山頂，可以看見峴港市、容橘灣、美溪海等整個寬廣空間，猶如一幅巨型山水畫。今天，婆納－主山區

已成為著名旅遊區。旅館、別墅以及其他服務如餐廳、網球場等等配套齊全。遊客上山坐吊纜車抵達山

頂，婆納之美在於仰天看不到太陽，晚上看不到星星，續參觀建於頂峰雄偉靈應寺，體會靈性之旅，山

頂享受渡假休閒之美。接著前往夢想樂園遊玩。夢想樂園是世界三大室內娛樂公園。 

【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這是一個綜合娛樂主題樂園，擁有音樂快車、騎樓遊戲、侏羅紀公園、鐵

軌卡車、搖擺騎馬比賽、室內靶場、小汽車比賽、探險鬼屋、3D 電影，好玩得讓人流連忘返。 

【黃金橋天空步道】越南的新景點─黃金橋，於 2018 年 6 月開放，便在網路上引起熱烈的討論，「巨手



托橋」的設計，令人驚嘆，黃金橋(CầuVàng)  總長約 150 公尺，黃金橋上兩隻巨大而布滿青苔的手，溫

柔地捧著金色的橋身，聳立於雲霧之上，藏身在山嵐中卻不突兀，就像已存在於此幾世紀般自然，走在

橋上眺望遠山綠林，一望無際，心曠神怡。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SUN OCEAN 餐廳中越式合菜(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餐食：晚餐：巴拿山樂園自助餐(含啤酒一杯) 

✿住宿：★★★★白玉蘭酒店MAGNOLIA HOTEL 或 韓江酒店HAN RIVER HOTEL 或  

✿住宿：★★★★格蘭城市 GRANDVRIO CITY 或同級 
    

第四天 峴港20分迦南島20分會安40分峴港 

✿景點：入內參觀：迦南島〈體驗竹桶船之旅+樂吊螃蟹趣〉、東方的塞納河放祈福水燈、 

                    會安夜市尋寶趣 

        下車拍照：日本橋、福建會館 

【迦南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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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世紀的古老城鎮會安古鎮】此鎮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 公里處，為中古時代中國、印度、日本海運

交易據點，因文化彙集交流，古老建築風格一直留存至，令會安古城古樸中帶點悠閒，感覺上有點像中

國雲南的麗江。會安於西元 1999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處處顯露了獨特的文化氣息。走入古城有如瀏覽

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城裡的古蹟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彷彿置身其中，腳踩石板路，眼觀雕樑

畫棟樑的樓宇，古色古香的氛圍，彷彿進入了時光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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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木造橋橫跨流入秋盆河的小渠，連接阮氏明開和陳富兩街，由日本和中國商人籌建於 17 世紀初。

日本橋長 18 米、分 7 格，蓋陰陽瓦，建築獨特，寺和橋均為木製，橋兩頭設置坐姿猴和狗雕像，相傳它

們是古代日本尊崇的吉祥物，橋中央一側建寺，供奉北帝鎮武，以鎮壓水怪、保護平安的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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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夜的會安古鎮】一盞盞由當地婦女巧手所糊成的燈籠，點燃古鎮最嫵媚的氣質，令人心動，給人一

種似乎回到古代的錯覺。古鎮內更有洋人街、酒吧的風情獨特的商家小店，伴您渡過個緩緩的南洋夜晚 

✿餐食：早餐：酒店內享用早餐/ 中餐：迦南島海鮮鍋(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餐食：晚餐：OTTA 餐廳中越式合菜（每人啤酒或可樂一瓶） 

✿住宿：★★★★白玉蘭酒店MAGNOLIA HOTEL 或 韓江酒店HAN RIVER HOTEL 或  



✿住宿：★★★★格蘭城市 GRANDVRIO CITY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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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車前往峴港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行囊、豐盛的回憶，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趟充滿知性與感性

的中越世界遺產之旅。 

✿餐食：早餐：飯店早餐盒/ 中餐：機上餐點/ 晚餐：XXX 

✿住宿：溫暖的家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認關係，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如遇特殊情況如觀光點休假、住宿飯

店調整或其它不可抗拒之現象，行程安排以當地為主，敬請諒解。】 

 

 

 

1、【6個月以上】有效期之【護照清晰影本】及本人簽名。  

2、彩色兩吋白底大頭照1張(需六個月內近照) 。 

   照片規定說明如下：同護照規格（頭頂至下巴3.2-3.6公分）， 

   照片不可和護照內舊簽證相同。 

3、工作天數：6天(不含例假日) 。 

 

 

 

✿氣候：每年五至十月是雨季，十一至四月是乾季最低氣溫約20℃最高為33℃，年均溫為27℃。 

✿時差：當地時間慢台灣1小時 

✿電壓：220V 

✿錢幣：美金現鈔較好用，其他貨幣則不適用(含信用卡、旅行支票) 。注意不可在街頭任意換錢，以免製造困擾。 

✿匯率： 

越幣單位為盾（DONG），最高為50萬盾，最低為200盾。 

目前美金兌換越幣為，USD 1 : 20000 盾 // NT$ 1 : 650 -700盾。 

✿漫遊： 

台灣撥至越南：002 + 84（越南國際碼）+（區域號碼去掉0）+（對方電話號碼）。 

越南撥回台灣：00+ 886（台灣國際碼）+（區域號碼去掉0）+ (對方電話號碼）。 

✿服裝：穿著夏季服裝即可，建議攜帶長袖輕薄外套，鞋子方面請以球鞋或休閒鞋為佳，亦可攜帶防蚊液。 

✿餐飲：本公司慎選餐廳及菜色提供客人享用，衛生方面不必擔心，越南人飲食習慣略似華人，越南菜餚亦頗富

盛名，在越南亦可發現有中式、日式、韓式及西式餐廳。在大都市中選擇更多，中小型的城鎮，則以越式食品為

主。惟越南衛生條件上不理想，冰塊、生菜，宜盡量避免食用。另自來水不宜生飲，最好購買瓶裝礦泉水。 

✿宗教：80%為佛教徒，此外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高台教、和好教、印度教等。 

十、 語言：官方語言為越語，以外國人與遊客為主的觀光區通英語，有些店也能講中文、日語，有些年長者也會

講法語、俄語。 



✿【服務小費】： 

  ✿隨團服務的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每人每天 NT 200 X 5 天= NT 1000 元。 

  ✿桶船船夫小費 20000 越盾(約台幣 30 元)/人。 

  ✿三輪車車夫小費 23000 越盾(約 1 美金)/人。 

 

 

 
 

 

✿團體機票，需團去團回不可脫隊。 

✿本行程包含旅行業責任保險【意外死殘保額新臺幣 500 萬、意外醫療保額新臺幣 20 萬 (實支實付)】 

✿航空公司座位安排：本行程全程使用『團體經濟艙』機票，不適用於出發前預先選位，也無法事先確認座位相

關需求（如，靠窗、靠走道..等），且座位安排乃依英文姓名依序排列，同行者有可能無法安排在一起，敬請參團貴

賓了解。 

✿【雙重國籍旅客特別注意事項】 

01.依外交部相關規定，國內外旅客進出我國國境均須持用同一本護照，不得持用二種護照交互使用。例如：前次

入境時持台灣護照入境，下次離境時就必須以台灣護照出境。反之亦然。 

02.不論在臺灣地區有無戶籍，凡持外國護照入境者，應持外國護照出境，且以外國護照入境者不得在臺辦理戶籍

登記或恢復在臺原有戶籍。 

✿為維護旅遊品質及貴賓們的權益，以不變更行程內容為前提，將依飯店具體確認回覆的結果，再綜合當地實際

交通等情況，為貴賓們斟酌調整並妥善安排旅遊行程、飯店入住之先後順序或旅遊路線，請以說明會或最後確認

的行程說明資料為準。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

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為考量旅客自身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他旅客之旅遊權益，年滿 70 歲及行動不便之貴賓，若無親友陪同者，

請事先告知敝公司，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建議。 

✿軍人/役男/接近役齡男子出國須知 

01.若您是軍人者→出國必須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 

【 年 月 日之前同意出國 字第 號核准】 

02.若您是役男者→出國前必須前往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科(課)蓋兩種章： 

【持照人出國應經核准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出國核准 年 月 日前一次有效 縣 市公所】 

※役男是指年滿十九歲當年一月一日起至年滿三十六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男子。 

✿其他： 

01.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02.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貴客擁有雙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

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相關規定請參考網站：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個資保護】 

A.個人資料蒐集之隱私權政策 

01.當您參加本公司旅遊團體，我們將必須保留您之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繫、完成交易、

提供服務，本公司就您的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團體旅客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



將明白告知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

用途上。 

02.為了遵守法律、依法抗辯或執行合法商業行為之必要，我們可能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在此情況下，我們將特別

留意您的權益以及確保公平、合法、以及符合比例原則地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B.個人資料的處理 

01.您提供的個人資料將可能用於維繫您與本公司之間的客戶關係。我們會利用、分析這些資料，以達到符合您對

我們的要求以及回應。除非您有其他特別的指示，我們將傳遞您可能有興趣的本公司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動、

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如果您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您於提供個人資料時直接告知即可，您隨時可以選擇

日後不要再收到任何相關資料。 

02.本公司始終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期盼您在行

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見調查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帶回。謝謝您的合作！ 

～～～ 敬祝您 旅途愉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