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華再峴~4★水漾中越～世界遺產-五日遊 

（峴港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世界遺產:順化古都、會安古城） 

【全程無購物 NO SHOPPING、全程無購物】 
中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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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班參考：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包機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特色: 

◎ 全程使用遠東航空桃園直飛峴港，單程僅需 2.5 小時，省去轉機及拉車之苦，節

省時間讓您更深入了解行程(使用波音 MD83 機型-165 座) 

◎ 專業峴港在地經營，直飛峴港特別辦理落地簽證，節省您的時間、也節省您的金

錢 

◎ 越南地接全程自行操作，多年操作經驗，讓您玩得開心、遊的放心 

◎ 全程不進購物站 NO SHOPPING，讓您玩的開心無壓力 

◎ 全程保證入住四星級飯店(兩人一室、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順化一晚住宿：★★★★ CENTURY RIVERSIDE HUE 世紀河畔酒店或同級 

                 網站參考 http://www.centuryriversidehue.com/ 

★★★★ EMM HOTEL HUE 

網站參考 http://www.emmhotels.com/hue/ 

★★★★ ROMANCE HOTEL HUE 

網站參考 http://romancehotel.com.vn/vi/ 

   峴港三晚住宿：★★★★ HAN RIVER HOTEL 韓江酒店或同級 

網站參考 http://www.songhanhotel.com.vn/about.html 

★★★★ GOPATEL – GOLDEN PALACE HOTEL 

網站參考 http://www.gopatel.com/en/about-us 

★★★★ EDEN PLAZA DANANG 

網站參考 http://edenplazadanang.com/ 

◎ 順化三朝古都   於 1994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世界文化遺產』 

◎ 會安古鎮       於 1999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世界文化遺產』 

◎ 峴港山水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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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去程 遠東航空 FE-301 台北 17:30 峴港 19:00  

回程 遠東航空 FE-302 峴港 20:10 台北 23:55   



◎ 迦南島傳統竹桶船及體驗樂釣螃蟹趣 

◎ 山茶半島 峴港後花園之稱 

◎ 特別安排峴港五行山(含電梯上山) 

◎ 特別安排三輪車遊古城 

◎ 特別安排『香江遊船』 

◎ 特別安排『夜遊會安古鎮』 

◎ 全程中式餐食享用八菜一湯附水果及水酒(啤酒或可樂、飯店內及自助餐不含水酒) 

◎ 越式料理為六菜一湯，附水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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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安排贈送：魅力峴港~峴港唯一大型歌舞實際表演秀 價值 USD 3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峴港~探訪峴港美麗夜色(龍橋、韓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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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峴港是越南

南方第二大海港城市，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人生必到的 50 個景點》之一。峴港擁有明媚的陽光及無敵

的藍天碧海，還擁有延綿 40 公里的廣闊海岸線，這讓峴港玳蘭灣成為世界著名的六大海灘之一和旅遊度假勝地，

被歐美國家稱為《東方夏威夷》。 
【探尋峴港美麗夜色～韓江畔（車經）、龍橋(橋頭停留)】 
峴港，除了大海、陽光、沙灘之外，夜晚～也如同星空，一樣璀璨！一起沉醉在峴港的美麗夜色中吧！  
法國人的浪漫深刻地影響到了這座城市，歐式風情的咖啡吧，酒吧布滿大街小巷，還有大型表演場地，娛樂城，
也把峴港打造成了不夜城！ 
峴港地標建築~龍橋是為了紀念峴港解放 38 周年，於 2009 年開始，歷經四年建成，坐落于市區的韓江之上，它不
僅是世界上最大鋼鐵結構的龍形大橋，還覆蓋了 2500 個 LED 燈，每逢重要節慶的時候，會從龍頭噴出熊熊烈火，
除了有代表民族獨立的意涵外，獨特的建築工藝與造型，使它曾登上 CNN 報導，稱其為峴港城市的新成功象徵。 
韓江畔夜色當夜幕降臨時，市區的夜景就成了另外一道風景線，世界十大摩天輪之一的 Sun Wheel，每到晚上所有
燈光打開，頓時流光溢彩，絢麗繽紛！而韓江橋也是峴港的象徵，為越南第一座旋轉式橋樑。待天色漸暗，沿岸
的燈光紛紛亮起，佇立河畔欣賞峴港的的夢幻夜色中，盡享悠然時光。 
旅遊提示: 

1. 桃園/峴港飛行時間 2.5 小時 

2. 峴港機場/峴港市區車程約 15 分鐘 

3. 龍橋橋頭停留 30 分鐘 

早 敬請自理 中 機上精美套餐 晚 宣山餐廳海鮮火鍋 

宿  ★★★★ HAN RIVER HOTEL 韓江酒店或 GOPATEL 或 EDEN PLAZA 或 同級 



第二天 峴港 『經由~海雲隧道』順化  順化皇城(世界遺產)  三輪車遊古城  靈姥寺  船遊

香江 

早餐後專車經由海雲隧道前往隨南中部【順化古都】。即安排精彩越南王朝順化古都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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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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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人力三輪車: 特別安排貴賓，搭乘風味獨特的觀光人力三輪車(每人一台)巡遊古皇城周邊市街，近距離的了解

古城的風土民情與生活環境。 

搭乘仿古龍舟畫舫遊覽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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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提示: 

1. 峴港經由海雲隧道前往順化車程約 2 小時 

2. 順化皇城步行參觀行程時間約 1.5 小時 

3. 三輪車巡遊皇城遺址約 30 分鐘 

4. 靈姥寺為順化最老的廟宇，行程時間約 40 分鐘 

5. 香江遊船行程約 40 分鐘 

早 酒店自助餐 中 LA PINES 餐廳 晚 富盛餐廳 

宿 ★★★★ CENTURY RIVERSIDE 或 ROMANCE HOTEL 或 EMM HOTEL HUE 或同級 
 
 

 



第三天 順化『經由海雲嶺』  峴港 最美海灣山茶半島  魅力峴港~峴港唯一大型歌舞實境

表演秀 

早餐後，搭乘專屬遊覽巴士，經由海雲嶺濱海道路返回峴港市，途經有天下第一關稱號的-海雲關。 

海雲關：此地為越戰時刻，越南最神秘優美的海岸線—您可於海雲嶺上欣賞景色秀麗宜人之海岸線風光
及前往有天下第一關稱號的【海雲關】拍照留念，並實地感受一下，60 年代越戰時期兩軍隔山對峙的緊
張氣氛。 
山茶半島：有《峴港後花園》之稱，距離峴港市中心約半小時車程，此地可以鳥瞰整個峴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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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峴港過去是美軍空軍的重要軍事基地，越戰時期，是北越最
畏懼害怕的軍事基地，現在已全部開放。由於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假以時日，必成觀光重要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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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後前往觀賞峴港唯一大型歌舞實境表演秀~魅力峴港。峴港政府為了打造亞洲旅遊名城，深度挖掘

峴港旅遊文化，特別與當地文化產業公司聯合表演藝術者，呈現峴港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民族風情歌

舞表演秀，晚會透過舞蹈的形式充分展現越南的人文風俗，歌唱越南人民的勤勞善良，讚美越南人民的

友好和諧，魅力風情、無限風光，如果貴賓不想讓峴港之行留下遺憾，魅力峴港一定是您不可錯過的獨

一無二越南風情歌舞秀。 
旅遊提示: 

1. 順化經由海雲嶺前往峴港車程約 2.5 小時 

2. 峴港/山茶半島車程約 30 分鐘 

3. 山茶半島行程約 1 小時 

4. 魅力峴港表演時間約 1 小時 

早 酒店自助餐 中 SAMDI 餐廳 晚 老空間餐廳 

宿 ★★★★ HAN RIVER HOTEL 韓江酒店或 GOPATEL 或 EDEN PLAZA 或 同級 

第四天 峴港  漫遊迦南島 搭乘傳統竹桶船及樂釣螃蟹趣  會安古鎮風光(世界遺產)  夜

遊會安古鎮 

迦南島:體驗竹籃船之旅+樂吊螃蟹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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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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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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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一同親身體驗搭乘傳統竹桶船，穿越原始自然生態風光，及體驗

樂釣螃蟹樂趣吧!! 

會安古城：會安古埠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 公里之秋邦河，於南中國海的出海口三角洲處，為一海岸都市。
在占婆王朝時期即為連結中國、印度、阿拉伯的貿易重鎮，十分繁榮。之後，16 ~ 17 世紀成為阮朝的貿
易中心，城內居住許多日本人，據說最多曾達上千人，隨著日本江戶幕府鎖國政策的施行，日本人越來
越少，反而是中國人增多了。較古老的城鎮都有帶點中國南部的色彩。民家、會館、寺廟、市場、碼頭
等各種建築沿著老街櫛比鱗次，特別安排遊覽十七世紀的古老城鎮--會安古鎮，此鎮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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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肇會館：建於 1786 年，由廣東商人與肇州同鄉所興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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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磁磚與陶瓷鑲出精緻的九頭龍像。 
進記古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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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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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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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999 年，會安古城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宣布為世界遺產，而且是一座保存得最好的經歷由 15 世紀到

19 世紀東南亞經貿城市之典範。會安的建築物也顯示出有本地及外國的融合風格型式。 

夜遊會安古鎮：到了夜晚整個古城都是燈籠，點亮整個會安古城，一盞盞由當地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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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間更有洋人街.啤酒 BAR 的風情
獨特的商家小店，伴您渡過一個暖暖的南洋的夜晚。 
遊畢，搭車返回住宿酒店。 
旅遊提示: 

1. 峴港/會安車程約 30 分鐘 

2. 會安搭船至迦南島船程約 30 分鐘(亦可能搭車至對岸) 

3. 迦南島體驗傳統竹桶船及樂釣螃蟹趣行程約 1 小時 

4. 會安古鎮風光巡覽行程約 2 小時 

5. 夜遊會安古鎮約 1 小時 

早 酒店自助餐 中 迦南島風味餐 晚 GODA 會安古鎮風味 

宿 ★★★★ HAN RIVER HOTEL 韓江酒店或 GOPATEL 或 EDEN PLAZA 或 同級 

第五天 峴港  山水沙灘  五行山(含上電梯)  桃園                                                                                     

享受一個不用太早起床的早晨，能在飯店內輕鬆的享用早餐 
山水海灘：美麗迷人的浪漫的美景令您流連忘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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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山 Marble Mountains：參觀越南獨特全球獨有的地貌景觀；此山乃根據五行來排名：金、木、水 、
火、土的五座山，其中以水山最大最高也最著名。特別安排貴賓們搭乘登山電梯登山步行下山沿途欣賞
越南中部特有的秀麗風景及獨樹一格風光景色。水山上有不少寺廟和洞穴，昔日占婆族佔領時期是崇拜
印度神祇的聖地，如今已被改建為鎮山廟宇，同樣也保留了戰爭時的痕跡，這些磨滅不了的歷史無時不
在告誡著人們戰爭的殘酷和無情。 
石雕藝術村：此為位居五行山腳下的當地村落，以石雕聞名全越南，於此可欣賞到由當地藝術家所創作
的大理石石雕人文風土作品的。 
傍晚時分，專車前往峴港(玳藍灣)機場，帶著您依依不捨的心情，滿滿的行囊，搭乘直航班機，返回國
門(桃園機場)回到溫暖的家。結束此次充滿.陽光.沙灘.人文.美食風情的中越之旅。 
1. 峴港/山水沙灘車程約 15 分鐘 

2. 山水沙灘行程約 30 分鐘 

3. 峴港/五行山車程約 20 分鐘 

4. 五行山行程約 1 小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8%82%B2%E7%A7%91%E5%AD%A6%E6%96%87%E5%8C%96%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9%81%97%E4%BA%A7


5. 峴港/機場車程約 15 分鐘 

早 酒店自助餐 中 阿越餐廳台灣料理 晚 機上精緻簡餐 

宿  ★★★★★溫暖的家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因臨時變動而不及通知之處，請參考行前說明會
資料內所附正確行程。 

＊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備註：若逢特殊節慶或飯店客滿，本公司保有變更同等級飯店、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 
  旅行方式之權利。 
 

建議自費項目 

景點 介紹 價錢 

巴拿山 

巴拿山 BANA HILLS 婆納法國山城搭乘 2009 年被列為健力士記錄的

全球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一覽婆納法國山城，纜車分為兩段；第

一段需搭乘約 35 分鐘(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接著轉程第二段需搭

乘約 5 分鐘，一覽精彩的峴港美景。 

Fantasy Park 夢想樂園 一票玩到底 

【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是世界三大室內娛樂公園之一，這是一

個綜合娛樂主題樂園，擁有多項設施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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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D 2,000 

迦南島 午餐升等海鮮餐+花蟹火鍋吃到飽(需提前預定) NTD 600 

韓江遊船 夜遊峴港韓江+飲料一杯+法式麵包 NTD 1,000 

按摩 越式指壓按摩 90 分鐘 NTD 1,000 

**自費項目已包含門票、車資、司機導遊服務費(不需要額外付小費) 

**自費項目提供貴賓選擇自由參加，絕無壓力 

 

費用包含: 

★遠東航空(FE)-台北/峴港-全程來回經濟艙機票 

★行程表所列之交通、餐食、景點門票等各項費用 

★二地機場稅金、燃油附加費、越南簽證費 

費用不包含: 

★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NT$200/每人/每天，五日行程共 NT$1,000 元 

★電話費、行李超重費、床頭小費等，個人性質費用........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參觀費用。 

★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包機團體注意事項: 

★※本行程受限於航空班機包機路線&酒店訂房限制，請於報名時確認出發日期，如旅客因故取消當團行程，則 

    機票訂金無法退回，(團體機票一經開立亦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不 



    予退還!!請謹慎下訂!! 

★訂金金額：包機訂金 10,000 元/每人..成行率 100%. 請謹慎下訂!!再無人替補下.此訂金無法退還!! 

★訂金繳交期限：經業務人員確認後 3 天內，請盡速繳納，以確保機位。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四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成團人數：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加派領隊隨團服務(10 人以下不派領隊)  

            中華料理餐食部份則以 8 菜 1 湯為處理原則. 

            如遇使遇使用越式風味餐 4-5 人 1 桌時,以 6 菜 1 湯為標準作業 

★此為包機旅遊行程，行程無法延長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外退費。 

★簽證：越南簽證方式處理，需附護照影本 1 份 效期 6 個月以上、2 吋照片 2 張。 

（不論持那一個國家的護照都要辦簽證）**越南不接受雙重國籍，只能持 1 本護照進入越南** 

★護照自帶:本行程需收取護照影本辦理越南簽證 ，因此報名前請先確認護照效期，需從回國之日起算有六個月 

        以上之效期。如無法交付護照正本以供統一送機服務者工(護照自帶者)，出發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及簽 

        證等文件等前往機場，導致無法登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衛生：越南路邊攤衛生極差，導致團員常拉肚子，請注意！勿隨意購買路邊衛生不明的食品  

★金錢：根據規定外幣現金不可攜帶超過美金一萬元等值之外幣(旅行支票或銀行匯票不限) 

        ，新台幣現鈔不可超過拾萬元。 

★貨幣：當地流通貨幣為越盾，旅行支票及信用卡並不通用及台幣使用上並不方便---請注意!! 

        幣值匯率 USD:越盾約在 1:20,000~21,000  NTD:越盾 1:600~700 (匯率常有浮動.僅供參考之用) 

★行李：以一大件不超過 20 公斤（如超重一公斤要支付約新台幣 170-250 元費用）及手提行李一小件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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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司機、導遊、領隊每人每天共約新 

        台幣２００元)，國際間對服務者給予小費，是一種禮儀，請配合給予! 

★電壓：越南的電壓為 220 伏特，如帶電器用品請備變電器。 

備註事項: 

★【越南當地小費參考】 

   房間床頭小費－每間越盾$20,000  行李小費－每件越盾 $10,000  按摩小費－每人越盾 20,000~30,000 

   香江遊船－每人越盾$10,000        三輪車遊順化古都給車伕－每人越盾$20,000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友誼及感謝的表示，請以紙鈔為宜(因為當地人認為硬幣是給乞丐的) 

小費給予多與少僅供參考.並無強迫或必須給予的要求.唯小費的給予是對服務者的感謝..請貴賓適度的配合!!謝!! 

★其它：各國集體遺失護照者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

合約書』為主  

★接機：接機的親友，可事先撥至中正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查詢班機抵達之時間，以免久候或遲到。 

    旅客服務中心電話：０３－３８３４６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