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越會安、順化的美，貼近市井，親身感受當地人文風情，欣賞”中越之美”。
○住宿特色
1. 保證”會安”住宿安排在古鎮內，晚上得以盡情享受「秋盆河畔」浪漫氛圍
2. “順化”入住市區飯店，晚上可以盡情閒逛當地著名夜市街坊選購伴手禮。
3. 入住”峴港”市區，特別安排觀賞「韓江夜景」。

○一次體驗越南中部三大世界文化遺產
◆占婆古國：美山聖地
美山遺址若論起年代來，比柬埔寨的吳哥石窟還古老，它與印尼的婆羅浮屠遺址、緬甸的蒲甘佛塔並
肩，被盛譽為「東南亞三大古代王國的三大遺址」。仰望着磚壘聖塔上的浮雕群像，彷彿依稀可見這
些古代的神祇其舉手投足間頓時凝固了的美感。雖然無情歲月風雨侵蝕了一幅幅雕像面容，讓今人無
法揣摩它們千年之前的一嗔一笑，如今卻成為占婆古國曾經輝煌歲月的見證者之一。
◆歷史古鎮：會安
會安是越南最有氛圍，也最令人賞心悅目的小鎮。會安是 17 世紀時東南亞的主要貿易港，來自中、
日、法、荷、葡等國的商旅集聚於此，這些多元文化的匯集反映在建築上，會安完整保留了當時東南
亞經貿城市的樣貌。古鎮內的居民的生活步調緩慢，似乎還停留在百年以前。住在這裏的人，每一個
都是氣定神閒、慢慢悠悠的。此外燈籠，也是會安的一大特色，古城裏隨處可見，宅院門口、古樹上、
街道旁到處都可看到造型各異、色彩明艷的各式燈籠。屋裏屋外的裝點，讓會安古城成了燈籠的世界。
◆三朝古都：順化
和中國紫禁城相較起來，順化算是優雅風趣的，或許是因為古城加上皇都的歷史，讓此地的街巷少了
些繁雜與喧囂，多了些許的沉穩雅致。順化皇城是越南阮氏王朝皇宮，也是越南現存最大且較為完整
的古建築群。自 1687 年奠定雛形，歷時幾十載始建成。或因皇城中還彌漫著昔日的氛圍，似乎在順
化的每一天都過得很慢很慢，似乎要旅客們從這些留存下來的城牆、宮殿、亭子、花園中去追憶往日
風華。

○東方夏威夷：細白沙灘 全球前六～峴港
○搭乘世界最長纜車：暢遊歐洲城堡-巴拿法國山城

行程特色
◆搭乘捷星航空(BL)航班、來回直飛省去轉機所花費的時間。
◆【全程 NO SHOPPING】不進購物站，旅遊輕鬆又愉快。
◆【香江遊船】重現當年越南帝王遊江視察民情情景，有龍頭裝飾，非常別致，沿途風光明媚，怪不
得當年皇帝這麼愛遊船河。
◆【迦南島”桶”船體驗+趣味釣釣魚及螃蟹】
體驗搭乘越南傳統的桶船，穿越原始自然生態風光，及體驗原始簡易的竹釣竿釣魚及螃蟹的樂趣。
當然啦！越南”桶”船(簸箕船)還有另類的瘋狂玩法，喜歡刺激的貴賓就讓您親自體驗看看喔!
◆贈送：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團體照一張、越南斗笠。
風味餐食
◆豐富早餐：全程於住宿酒店內享用豐富的「自助式早餐」。
◆會安古城風味料理餐：穿越時光隧道，讓您親口品嚐「高樓麵」、「白玫瑰」、「炸餛
飩」…等當地美食。
◆巴拿山「法國鄉村美居酒店(Mecure La Crique restaurant )」自助餐：安排在歐式建築飯店內享用『自
助午餐』。
◆順化皇帝宴：
穿著古代皇宮朝服扮演皇帝、皇后、宰相、大臣、宮等角色拍照留念，在古樂與越南古典民謠中享受
越南宮廷美食，別有一番風情。讓您當上一晚越南的皇家權貴，體驗昔日越南皇家宮廷料理。
◆「SOHO 」buffet restaurant Danang：峴港新鮮美味的海鮮吃到飽，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美食自助餐任
君享用。

住宿酒店
◆會安住宿一晚

四星級 會安絲綢精品酒店(Hoi An Silk Marina Resort & Spa)或

永興河岸渡假村(Vinh Hung Riverside Resort & SP)或
會安茫青酒店(MUONG THANH HOI AN HOTEL)

絲綢精品酒店

◆順化住宿一晚

永興河岸渡假村

四星級 順化埃爾多拉酒店(Eldora Hotel Hue )或
順化月光酒店(Moonlight Hotel Hue)或
順化茫青渡假酒店 (Muong Thanh Holiday Hue Hotel a)或同等級

順化埃爾多拉酒店

◆峴港住宿二晚

會安茫青酒店

順化月光酒店

順化茫青渡假酒店

四星級 峴港茫青飯店(Muong Thanh Grand Da Nang Hotel) 或
峴港韓江飯店(Da Nang Han River Hote)或
峴港豪華酒店(Da Nang Luxtery Hotel)

峴港茫青飯店

峴港韓江飯店

峴港豪華酒店

【参考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2019/03/14
捷星航空
(每週 2、4、7)

BL 141

桃園國際機場

15：40

峴港國際機場

17：15

2019/03/19
捷星航空
(每週 2、4、7)

BL 140

峴港國際機場

11：00

桃園國際機場

14：35

【行程內容】
第一天 台北峴港會安古鎮風光(中越人文世界遺產) (燈籠制作) 夜遊會安古鎮
【峴港】四季如春的峴港，猶如法國城堡的巴拿山高空俯瞰原始森林，風景如畫，登上山茶半島可眺
望峴港海灣美景，主要河川韓江夜景浪漫迷人。
【會安古鎮】會安是 17 世紀時東南亞的國際港，建築與人文融合了多國文化。古鎮居民的生活，許

多年未曾改變過，住在這裏的人，每一個都是氣定神閒、慢慢悠悠的。專業導遊將帶領大家參訪「福
建會館」、「廣肇會館」、「來遠橋(日本橋)」、「進記古宅」、「中央市場」、「秋盆河夜景」等著名景點及
實際參與會安傳統燈龍的制作。

早餐：敬請自理

午餐：機上簡餐

晚餐：會安風味料理餐-高樓麵+白玫瑰

住宿：★★★★絲綢飯店或永興渡假村或會安茫清飯店 (MUONG THANH HOTEL)同等級

第二天

會安生態之旅捕魚人家輕鬆樂桶船親體驗(竹籃船) 順化啟定皇陵

【會安生態之旅～捕魚人家、桶船(竹籃船)】在這裡可以親身體驗越南傳統捕魚技巧以及划著奇怪而
獨特越南竹籃船,(頓時想起”食尚玩家”所表演的”桶船秀”), 探索水椰子兩側寧靜的水道,充分體
會越南的當地生活。
【啟定皇陵】越南順化皇陵中規模最小，卻最精緻的「啟定皇陵」，結合了中、法二國的文化特色，
外部神祕低調，內部金碧輝煌。在華麗的拼貼畫與雕塑之外，記載了這位越南皇帝的生平和國史，並
成為越南今日最重要的古蹟之一。
【順化皇帝宴】晚間安排在順化餐廳，品嚐昔日越南王公貴族的宮廷宴。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玉雪餐廳-中越式料理

晚餐：順化皇帝宴

住宿：★★★★ Eldora Hotel 或 Moonlight Hotel 或順化茫清飯店 (MUONG THANH HOTEL)同等級

第三天 順化順化皇宮-三輪車遊古城遊船香江天姥寺海雲嶺
峴港山茶半島
【順化皇宮】順化皇城建於 19 世紀的阮朝，所以又稱為阮朝皇城。走入順化皇城，會發現似曾相識，
因為它跟北京故宮有點相似，甚至連「午門 (Cua Ngo Mon)」、「太和殿」等名字也相同，所以又有人
稱它為「順化故宮」或「紫禁城」。較特別的是「午門」外設有旗台和炮台，皇城內擁有多座的城門
亦別有一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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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姥寺】天姥寺是越南著名古刹，又名靈姥寺，已有 400 年的歷史。始建于黎朝弘定二年（西元
1601 年）， 1714 年擴建後，擁有天王殿、玉皇殿、大雄寶殿、說法堂、藏經樓、鐘鼓樓、十王殿、
大悲殿、藥師殿等數 10 座金碧輝煌的佛殿建築。
【遊船香江】香江是一條流經越南中部的河流。香江有 2 個源頭，都開始於長山山脈。流經承天順化
省和古都順化市。最後注入南海。香江是越南順化自然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風光富有詩情畫意，被
譽為“順化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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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峴港亦是 2 ~ 15 世紀國事強大的占婆王國的首
都，現今市區和近郊還留有占婆時期的遺跡。
【山茶半島】距離蜆港市中心約半小時車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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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洲第一高，以大理石做成，非常肅穆慈祥，旁靈應寺擺設
羅漢，姿勢各異其趣!!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香蕉花餐廳-中越式料理

晚餐：海街餐廳-中越式料理

住宿：★★★★峴港茫清飯店 (MUONG THANH HOTEL) 或韓江飯店或 Luxtery Hotel 或同等級

第四天 峴港巴拿山(世界最長纜車來回)/(小火車、法國山城百年酒窖)/夢樂園
山水沙灘夜遊韓江(龍橋&愛情鎖公園&龍首魚身雕像噴泉)
【雲霧巴拿山 BA NA HILLS（夢樂園、法國山城）】早於 20 世紀初，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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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氏世界紀錄》的「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纜車」
，總
長約 5,042 公尺，分兩段搭乘，乘坐第 2 段纜車到山頂，先到嶺主靈祠跟山神打個招呼，行個大運，
再到號稱是世界第 3 大的室內機動遊樂場 Fantasy Park 玩個夠。
【山水海灘】世界最美六大沙灘之一的山水海灘，美麗迷人的浪漫的美景令您流連忘返！
【夜遊韓江】韓江為峴港主要河川，河川上件了不少設計新穎的橋梁，每當華當初上，各橋梁的燈光
照映在水面上，凸顯出韓江夜景的旖旎風光，尤其是河畔的龍橋、愛情鎖公園、龍首魚身雕像噴泉都
是遊客拍照的著名景點。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巴拿山 MECURE 自助餐

晚餐：金都餐廳-中式料理

住宿：★★★★峴港茫清飯店 (MUONG THANH HOTEL) 或韓江飯店或 Luxtery Hotel 或同等級

第五天 峴港美山聖地五行山占婆博物館山水沙灘韓江市集
【美山聖地】美山聖地位於越南峴港約 70 公里，會安 40 公里的維川縣。是越南最大規模的古占婆國
宗教遺址，1999 年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這裏的一磚一瓦，都依稀可見越南歷史上赫赫有名占
婆王朝曾經的顯赫輝煌，殘留下的斷壁殘垣，依舊呈現出讓人震撼的殘破美感，如歷經滄桑的王者，
佇立在蒼穹之中。
【占婆博物館】越南的占婆博物館，依石雕發現的遺址分成四區：左側的“美山館”是從 4 世紀末到 12

世紀所建築的 71 座不同風格的紀念碑組成的。其中間的神壇是占族最美的雕刻；大門正對的是“查
喬館”，是四世紀占婆最古老的首都；館後是“東陽館”，九世紀一度是占族的佛教首都，是由許多聖
殿組成的複合式建築。與美山館相對的是“平定館”，建於 11 世紀前期，這些塔的雕刻以動物為主，
占婆藝術在這之後便開始衰微。
【五行山】參觀越南獨特全球獨有的地貌景觀，特依金、木、水、火、土五行排列所形成的，並親自
攀登風景秀麗欣賞越南中部特有的秀麗、景觀獨特的水山風光景色，獨樹一格，別具風情。
【山水沙灘】世界最美六大沙灘之一的山水海灘，美麗迷人的浪漫的美景令您流連忘返！
【韓江市集】
，體會在地人家的生活，市集中當地的商品種類應有盡有，韓江河畔欣賞韓江大橋風光，
韓江大橋建於 1997 年，於 2000 年正式啟用，橋長 201 公尺，為越南第一座旋轉式橋樑(橋面可旋轉
供船隻通過)，此項建設讓峴港人非常引以為傲。

早餐:飯店享用

中餐:A-VIET 餐廳中越式料理

晚餐: SOHO 越式海鮮自助餐

住宿: ★★★★峴港茫清飯店 (MUONG THANH HOTEL) 或韓江飯店或 Luxtery Hotel 或同等級

第六天

峴港台北

早起後帶著您滿滿的記憶，豐富的行囊，專車前往峴港國際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直飛返回溫暖的家，
結束了一趟愉快及充滿回憶的旅程。

早餐：飯店享用

午餐：機上享用

住宿：溫暖可愛的家園

註 1：以上行程僅供參考，一切依當時天候、交通等狀況而有所順序上的調動，但景點不會減少！敬請見諒！
註 2：越南觀光由於較晚開發，各種基礎建設均未臻完善，交通、住宿、電力及路況等，但卻絲毫不曾減損越
南文化美與精采。請抱持入境隨俗的閒適心情旅行，定能懷抱滿囊、收獲豐碩。祝您旅途愉快！

越南簽證所需資料：
1. 中華民國護照影本（效期六個月以上）。
2. 兩吋彩色照片 2 張(最好與護照及身份證不同)。(請在照片背面寫上姓名)
費用包含：
1.捷星航空 桃園機場/峴港 全程來回團體經濟客艙
2.行程中所列之景點、交通、門票、餐食
3.行程所列飯店住宿，兩人一間雙人房住宿
4.此行程已投保每位旅客 4500 萬履約保證險、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醫療險
5.越南簽證費用、兩地離境機場稅、燃油附加稅
費用不包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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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行程係以雙人房為住宿之安排，若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費用。
出團備註說明：
1.成團人數：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即可成行，16 人以上加派領隊隨團服務
2.訂金金額：機位訂金 NT5,000 元/每人(捷星航空規定團體出發前 21 天內不可取消)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3.訂金繳交期限：經服務人員確認後 2 天內。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
清尾款。
4.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前 10 個工作日。護照簽證自理者，出發當天未帶有效之護照及簽證.....
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客自行負責！

5.越南政府針對 14 歲以下兒童入境越南，須有父母或監護人之陪同，才能入境越南。
6.中南半島當地景點門票皆無年長者優惠票，固團費無此優惠。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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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旅客擁有雙重國
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於報名時請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8.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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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9.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10.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 增加餐
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見諒。
11.其它：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分開存放。
12.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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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
14.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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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台北緊急連絡電話：TEL：+886-2-25059212。桃園機場旅客服務中心電話：(03) 383-4631。第一航
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2194，第二航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3341。
【團體售價】
售價

現金優惠價
25,000 元

小孩佔床

同大人價

訂金

5,000 元

簽 證 費

售價已內含

小孩加床

同大人價

高北接駁

無此報價

稅險代辦
服務費

售價已內含

小孩不佔床

單人房差

7,000 元

報價說明

報價不含(司機導遊領隊 1200)

【業務聯絡電話】
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電話：03-4253196

代表人：張錦爐 0928-213929
業 務 :李姜江 0989-959802
傳真：03-4252211

台華旅行社有限公司 (交觀甲 309 號) 品保協會編號：桃 00 九二)
網路機票團體中心 24 小時全年無休
320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 475 號 2 樓
TEL : 03-425-3196

FAX: 03-425-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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