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 2563-4633 傳真:02- 2562-2269 

地址: 北市松江路 152 號 6 樓 603 室 

總經理  徐  信 杰  0939 – 321 - 158  

助  理  賴 宜伶 02-2523-8965 

 

2018/03/10 NO SHOPPING【越南＋廣西】 

北越雙龍灣、德天瀑布、南寧、柳州、桂林、龍盛梯田 1１日 

NT:69,000 元/人 

(含機場稅、越簽、導領小費&行李小費 2500) 

單人房差 NT:25,000/人 

 

行程特色 

＊安排雙點進出不走回頭路（北越進／桂林出） 

＊安排北越－國寶級水上木偶劇、桂林－印象劉三姐＆夢幻灕江秀貴賓席 

＊越南特別贈送（團體照１張、風情斗笠、玉桂油） 

＊每天一瓶礦泉水 

＊安排 45 人座車 

＊60 歲以上-70 歲以下老人票 退 200RMB、70 歲以上老人票 退 400RMB 

(大陸當地退費) 

 

 



【明仕田園 (含竹筏 )】明仕田園為中國國家一級景區，離大新縣城 53 公里，農舍、田

園、水車、鳳尾竹、青山綠水購成一幅幅天然山水畫。  

 

 

 

 



 
 
 
 

 
 

 
 

 

 



飯店介紹 

 
 
 
大新: 準★★★★★明仕田園山莊或同級 

 

 
 



 

 
 

 

參考航班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行程內容                    

第 01 天  桃園／河內(36 條古街、胡志明故居 一柱廟 總都府) 

今日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前往越南河內。                                                             

【三十六古街】瀏覽這古色古香的傳統商店街，源自十五世紀，每一條狹窄的街道均以當時

交易的商品來命名，如絲街、米街、紙街、珠寶街等，共有 36 條，貴賓可在此訂製旗袍、

包包、鞋子，完全為您量身定做!逛完後享受法式的浪漫，您除了可自由選購喜愛的紀念品

外，更可藉此深入了解當地人生活狀況、啟發生活要求的新觀點。 
【一柱廟】，此祠廟建在一根柱子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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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為河內的一個象徵。 

日期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飛程時間 
03/10 BR-397 桃園 河內 09:05 11:05 約 3 小時 

03/20 BR-760 桂林 桃園 20:35 22:55 約 2 小時 20 分 



【胡志明陵寢】位於巴亭廣場上，是一棟灰色大理石為建材的四方型建築，有強烈的蘇聯時

期色彩，和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有些相似。胡志明先生一生貢獻越南革命鞠躬盡瘁終身未

娶，生活儉樸、平易近人等偉人風範，在一些平凡小事上處處體現了其超凡的意志和人格力

量(不入內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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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 X: 機上簡餐 中 O：Home 越式料理+啤酒

或汽水一瓶(USD11)    

晚 O：BAY BUFFET 海鮮

自助餐+焗烤龍蝦 1 隻 

住宿 ★★★★日航酒店 或 同級 

第 02 天  河內-2.5H 陸龍灣(寧平碧洞.碧洞古廟.長安湖輕舟探祕)-4.5H 下龍灣        

【陸龍灣】陸地上石灰奇景，同樣是一片遭侵蝕的石灰岩地形第二洞之稱，參觀【寧平碧洞

古廟】碧洞與山上寺廟均分為上、中、下三層沿著山洞而建全廟以木頭卡樁，古色古香，非

常特殊雅緻。 

【寧平碧洞古廟】抵達後首先參觀建於十世紀，丁、黎朝時期的，碧洞與山上寺廟均分為上、

中、下三層沿著山洞而建；全廟以木頭卡樁，古色古香，非常特殊雅致，站在最高的廟上可

遠眺田野與山脈連成一氣的鍾靈毓秀，如果要將寧平美景盡收眼底可再登高第二洞之稱的◎

入內參觀：【寧平碧洞】參觀。 

【長安生態小舟遊船探祕】乘坐小舟探秘 31 河道潭水穿越 48 洞穴（目前只開放 7 個洞穴 )、

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呈現出寧靜鄉村景色。清澈見底的河水可貔美九寨溝，水波

不興，偶見小屋，遺世獨立，舟子在山石間浮遊，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清幽寧靜的

幻夢奇境，沈浸在一股彷彿以世無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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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 O:飯店早餐 中 O：隱逸飯店越式料理+
啤酒或汽水一瓶(USD10)        

晚 O：螃蟹火鍋套餐+啤
酒或汽水一瓶 

住宿 ★★★★★Vinpearl Halong 珍珠度假酒店 或 同級 
 

第 03 天  下龍灣(全日暢遊海上長城(下龍灣)~遊船(六~七小時) 國寶級水上木偶劇 

【下龍灣遊船】 早餐後，專車前往碼頭搭乘遊船出海，全程享受純天然的自然風配合著深

呼吸欣賞世界級的奇景。隸屬廣寧省的下龍灣面積廣達 1553 平方公裏，羅列著 1969 個島嶼。

下龍灣在東京灣 250 哩的海面上，散落著千餘座獨立島嶼，蔚成海上石林齊奇觀，又名『海

上桂林』自然氣勢有過之！更甚過普吉攀牙灣。坐船遊覽可以把這宏偉風景區的壯麗進收眼

底，坐著船在島與島之間來往參觀，您可以發現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形狀，像一座天然的樓

臺，山石和幽暗的山洞是有很多神話故事傳說的地方。這些小島亦有◆路過參觀：【龍島】、

◆路過參觀：【猴島】、◆路過參觀：【龜島】、◆路過參觀：【蟾島】、◆路過參觀：【鬥雞島】..
等別名，島上許多獨特的天然奇岩、石洞及各式栩栩如生的鐘乳石洞令人歎為觀止！ 

【水上木偶劇】是越南最具特色的傳統民間舞臺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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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越南李朝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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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早 O:飯店早餐  中 O：船上海鮮餐含人花蟹

一隻(啤酒或汽水一瓶) 
晚 O：飯店自助晚餐 

住宿 ★★★★★Vinpearl Halong 珍珠度假酒店 或 同級 
第 04 天 諒山-友誼關(含電瓶車)-憑祥 1.5H 船遊明江～花山壁畫（遊覽約 1.5H）龍州  

【友誼關口】憑祥自古就是桂西南的邊防要地，友誼關則是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

它位於憑祥市區西南 18 公裏處，兩邊高山矗立，形勢險峻，卡在峽穀通道上。它是一座城

樓式建築，樓高 22 米，底層是厚實的城牆，中央為圓拱頂的城門，非常雄偉。鑲在拱門上

的《友誼關》三個大字，是陳毅元帥親筆題書的。友誼關歷史上曾叫『鎮南關』，始建於明

代洪武年間，它是中國古代九大名關之一。亦為中越歷代主要戰場：東漢、明朝、抗法、越

戰、1979 年中越戰爭、國父孫中山先生十次革命之地。解放後，為彰顯中越兩國人民《同志

加兄弟》的深厚情誼，關名改為《友誼關》。 

【遊船＆花山崖壁畫】然後隨即專車接往花山旅遊區，專屬碼頭搭乘冷氣船遊覽順著明江之

水流湍急多彎，河道大多迂回曲折於崇山峻嶺之中，溶洞暗河遍佈，兩岸植被繁茂，動植物

資源十分豐富，其文化內涵和優美的自然風光，醉倒萬千遊客。麗江兩岸有崖壁畫 21 個點

39 處 78 組，懸棺崖葬兩處，在飽覽風光秀麗、河道迂迴、倆岸樹木蒼翠、群峰挺立、奇山

異石、翠林修竹、在千姿百態的倒影與江邊之嶙峋怪石互相輝影、猶如置身於山水畫中；其

中最引人入勝的是大如足球場、還未解開到底是何人、何時所繪之畫、千古不解之迷的以『花

山崖原始壁畫』、呈金字塔形的花山壁畫；直、峻、峭集一身、整幅壁畫高 44 公尺、寬 170

公尺、共有人、獸、日、月、弓箭、銅鼓等圖樣 1800 多個、形象鮮明、線條粗曠鮮明。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金山中越式合菜(啤

酒或可樂每人一瓶)USD7.5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龍州嘉信度假酒店(當地最好） 

 

第 05 天  龍州 - 德天瀑布(含單程電瓶車+竹筏)、中越邊境 53 號界碑 - 1H 大新 

【德天瀑布&單程電瓶車&竹筏遊】（遊覽時間約 2.5H）含單程電瓶車，德天瀑布位於大新縣

歸春河上遊，距中越邊境 53 號碑約 50 米，離自治區首府南寧市約 208 公裏。遊覽德天景區，

首數德天瀑布。德天瀑布位於大新縣歸春河上遊。清澈的歸春河是左江的支流，也是中越邊

境的國界河，德天瀑布則是它流經浦湯島時的傑作。浩浩蕩蕩的歸春河水，從北面奔湧而來，

高崖三疊的浦湯島，巍然聳峙，橫阻江流，江水從高達５０余米的山崖上跌宕而下，撞在堅

石上，水花四濺，水霧迷朦，遠望似縞絹垂天，近觀如飛珠濺玉，透過陽光的折射，五彩繽



紛，那嘩嘩的水聲，振盪河谷，氣勢十分雄壯。 

瀑布寬１００多米，縱深６０多米，落差近５０米，是東南亞最大的天然瀑布，也是世界第

二大跨國瀑布，被國家定為特級景點。它與越南的板約瀑布連為一體，就像章一對親密的姐

妹。中越邊民在瀑布的下遊，進行著邊貿往來，以前是肩挑人扛，現在已用車船運載了。 德

天瀑布位於廣西南寧地區邊陲大新縣，在中越邊境交界處，歸春河上遊，瀑布寬 100 米，高

40 米，氣勢磅薄、銀瀑飛瀉、三級跌落，蔚為壯觀。若與緊鄰的越南板約瀑布相連，堪稱為

世界第二大跨國瀑布。並安排德天大瀑布竹筏，體驗在壯麗雄偉的飛瀑布行竹筏。 

【第 53 號中越界碑】位於德天瀑布上方，於清代所立的【第 53 號中越界碑】，將德天瀑布

分為中越兩段。(註：第 53 號界碑地處二國邊界線，敏感邊緣地帶，常有雙方軍人驅逐觀光

客，有時只能遠眺觀賞)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準★★★★★明仕山莊  或同級 

 

第 06 天  大新(明仕田園)(含竹筏) 3H 南寧(青秀山+電瓶車、廣西博物館) 

【明仕田園＆遊竹筏】（遊覽時間約 1H），參觀國家一級景點乘竹筏遊覽明仕田園，明仕河

曲折盤旋，河兩岸層巒陳列，或群峰境秀，或峰林疏落，或平坦開闊，山青水秀素有《小桂

林》之稱。尤其明仕橋一帶，翠竹繞岸、農舍點綴、獨木橋橫、稻穗搖曳、農夫荷鋤、牧童

戲水、風光俊朗清逸，極富南國田園氣息。且那份清靜不受都市凡塵侵擾，真可與桃花源相

媲美。遊覽香港電視劇《酒是故鄉醇》女主角順風的家園《橫水渡》，感受淒美的愛情故事。

黃昏到來時，牧歸的老牛在朝陽照射下，悠然地行走在鄉間小路上。遠處翠竹林裏農家的炊

煙正在裊裊升起，好一派世外桃源。 

【青秀山】被譽為「南寧市的巨肺」，位於南寧市區往東南約 5 公里處的邕江江畔， 又名「青

山」，「泰青嶺」，因林木青翠，山勢秀拔而得名，它海拔 207 公尺，佔地近 800 公頃，山上

林 木茂盛，遮天蔽日，清風吹過時，會發出海濤般的聲浪，因而成為青山著名的一景—「青

山松濤」，青 山頂上還有一座高高的寶塔。  

【廣西民族博物館】館內珍藏有廣西各個時期出土的銅鼓，其中以北流出土的「雲雷紋」大

銅 鼓最爲著名。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南寧永恆朗悅酒店  或同級 

 
第 07 天 南寧 -5H 荔浦(豐魚岩+含單程小火車) 
【豐魚岩】又稱「桂林旅遊圈的一顆明珠」，號稱亞洲第一洞，具有「洞穿九山，暗河漂十

里，景色絕天下」之美稱，「豐魚岩」因岩洞內暗河盛產「油豐魚」而得名。步行約一小時，

洞中石筍、石柱林立，最大廳有 25,500 多平方米，例如：寶塔、天堂奇觀、蓬萊仙島可供參

觀，其中長達 2.3 公里地下河暗河漂流是豐魚岩最吸引人的地方，可乘船攬勝，欣賞兩岸鐘

乳石千姿百態，予人新奇神秘刺激之感。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 豐魚岩賓館(景區內) 或同級 

 

第 08 天  荔浦(銀子岩)-1H(船遊灕江-興坪碼頭)-1H 陽朔(欣賞印象劉三姐)-逛西街 

【銀子岩】銀子岩旅遊渡假風景區集自然、人文景觀於一體，千畝桃林錯落其間，呈現一派

迷人的田園風光。銀子岩屬層樓式岩洞、包含了下洞、大廳、上洞三部分，匯集了不同年代

發育生長的各種類型鐘乳石洞、特色景點數十個，以音樂石屏、廣寒深宮、雪山飛瀑、三絕、

佛祖論經、獨柱擎天、混元珍珠傘……等命名，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 

【興坪碼頭．船遊灕江＋興坪古鎮】興坪古鎮，至今已有 1730 多年的歷史，位於陽朔縣城

東北部，是一條長約 1 公裏的石板街。世界著名的灕江，如玉帶蜿蜒於興坪鎮的南部。鑲嵌

於灕江畔的興坪古鎮依山傍水，風景薈萃，歷史悠久，以山水秀麗及古色古香的小鎮建築特

色而著稱，亦是中國旅遊名縣－陽朔縣的旅遊重鎮。灕江岸群峰壁立，峭拔神奇，河流依山

而轉，秀麗山水相輝映，彷彿青綢綠帶，盤繞在萬點峰巒之間，奇峰峽岸，碧水縈回，削壁

垂河，青山浮水，風光旖旎，猶如一幅百裏畫卷。乘船遊歷於奇山秀水之間，漫步在興坪古

鎮的街頭，融合自然、古典與古樸，體驗另一番人生境界。更能深切體驗 陽朔興坪旅遊景

點，感受桂林山水之精華所在。 

【印象劉三姐】斥資約 30 億臺幣，由國際知名導演張藝謀在陽朔創造一個由自然山水所構

成的實景舞臺，搭配炫麗的燈光、音響，舞者以曼妙的舞姿駕著竹筏在水面上舞動。第一幕

出場的演出人數高達 600 多人，演出空間包括了超過 2 公裏灕江水域，場面浩大，以廣西壯

族傳說歌仙「劉三姐」為劇中故事主軸，並以灕江奇幻的山水實景營造出一種「霧、雨、雲」

融合的神奇魅力，觀賞場地可容納將近 5,000 多席次。 

【陽朔西街】街上有很多的 PUB 及精緻的手工藝品，您可在此充分享受殺價之樂趣，或選

個中意的 PUB 小酌一番，度過一個不一樣的夜晚！陽朔西街：雖然只是 200 米的石板步行

街，卻有 1,400 多年的歷史，現在這裡最多的有 3 種東西—老外、西式酒吧和手工藝品小攤。

西街上的小舖，可找到各式各樣的古物，還有各式美食餐廳，街上交雜著各國語言，西街揉

合了中西交融的風情，讓人玩味！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碧蓮江景大酒店 或 同級   

 

第 09 天  陽朔3.5H 龍勝(龍脊古壯寨梯田、黃洛瑤寨+含秀)+溫泉 SPA 泡湯(須準

備泳裝) 

【龍脊梯田】龍脊梯田始建於元朝，距今已有近 700 年的歷史。她是壯、瑤民族勤勞智慧的

結晶，層層壯麗的梯田也是大地的樂章。整個梯田景區周圍山青水秀，瀑布溪流成群；龍脊

梯田四季美景如畫，春如層層銀帶~䏟銀色龍脊，夏滾道道綠波~䏟綠色龍脊，秋叠座座金塔

~䏟金色龍脊，冬似群龍戲水~䏟水飲龍脊奇觀這裡的壯、瑤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青瓦木樓之

中，男耕女織，淳樸美良。 



【黃洛瑤寨+長髮秀】是龍脊十三寨中唯一的瑤族村寨，居住著清一色的紅瑤

族。自古紅瑤婦女有儲長髮的傳統習慣，全村 60 戶人家中，頭髮長達一米以上

的有 60 名，最長的達 1.7 米，號稱天下第一長髮村。紅瑤族女子的長髮：紅瑤

女性有世代相傳的蓄髮、梳妝髮型的習俗和護髮秘方。紅瑤婦女有不剪頭髮的

習慣，自少年起就留發。至青年時代，則將頭髮盤於頭上，用繡花黑頭巾包起，

既保護那一頭秀髮，又是民族的一種特徵性裝飾。紅瑤婦女的服飾：“紅瑤”

婦女們，都擅長針繡，善織繡。過去“紅瑤”中曾流傳著一首歌謠：“五歲六

歲玩泥巴，十三四歲學繡花。十七十八方出嫁，十九二十抱娃娃。”到了現在，

結婚年齡相對稍有提高，而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們仍然保持開始學習繡花的傳統

習俗。“紅瑤”婦女們的繡花可算一門精湛的手藝，她們不需要先描圖，而是

全憑經驗，依照底布經緯中的“布孔”來構思刺繡圖案，用她們的話來說叫“數

布眼”。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80 

住宿 四星-龍勝溫泉中心酒店（主樓）或同級 

 

第 10 天  龍勝-2.5H 桂林(七星公園~駱駝峰+桂海碑林、蘆笛岩、訾洲公園、伏波山、

觀賞夢幻灕江秀貴賓座、船遊兩江四湖)      

【七星公園、駱駝峰、桂海碑林】是桂林最大的綜合性公園，景區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景觀，

集「山清水秀、洞奇石美」四絕於一體；在此可遠望【駱駝山】，因其酷似一隻蹲在地上的

駱駝而得名，又因像一只古代的酒壺，也叫它作「壺山」；接著前往參觀【桂海碑林】，被稱

為「古代書法藝林」，岩內有 100 多件石刻，宋刻就佔了一大半，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元祐

黨籍碑」。 

【蘆笛岩】岩洞猶如一座用寶石、珊瑚、翡翠雕砌而成的宏偉、壯麗的地下宮殿。這些千姿

百態的鐘乳石是由於地下水的作用，溶解岩石中的碳酸鈣，經過上百萬年的沈澱結晶堆積而

成的。遊人進洞，在林立的石柱縫隙中間轉來轉去，加上彩色燈光的照耀，如同置身仙境一

般。  

【訾洲公園】位於桂林市區中心灕江東岸水濱的訾洲上，和象山隔江相望，是桂林最年輕,

又是最古老的公園。訾洲是灕江上最著名的一座綠洲，它位於桂林城東灕江與灕江叉河之

間，訾洲碧水環繞，群山簇擁，每到秋天，洲上蒼翠之中，紅黃秋葉翩翩，“訾洲紅葉桂林

秋”為桂林勝景。自古以來，訾洲煙雨就被列為桂林八景之一。  

【伏波山】唐代曾在山上修建漢朝伏波將軍馬援祠而得名，在山頂可看桂林清秀如畫的水光

山色，因而有'伏波勝境'之美稱，該山臨江而立，山腳深入，山麓有著名的還珠洞，洞內有

著名的試劍石，題刻和佛像等，瞰桃花江全貌及桂林全景。 

【夢幻灕江秀】《夢幻漓江》與桂林以往民俗風情的作秀演出不同，大膽創新的表演，將古

老雜技藝術中融入了西方古典芭蕾，是大陸國內演藝界首創第一人，大投資、高品質的做法，

也使得觀衆滿意度高和持續的票房第一。《夢幻漓江》中包含了在國內外獲獎的雜技演員作

秀的「蹬傘」、「淩空飛人」、「滾燈」、「蹬人」和「鑽圈」等高難度的雜技節目，並以宏大的

場面、磅礡的氣勢、絢麗的服裝，吸引住觀眾的目光。 



【船遊二江四湖】桂林夜景,兩江為灕江和桃花江,四湖為桂湖,榕湖,木龍湖.杉湖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O：領隊點菜 RMB100 

住宿 ★★★★★香格里拉酒店 或 同級 

 

第 11 天  桂林(靖江王府+獨秀峰、 堯山景區含纜車上下)-桃園                            

【靖江王府】在市中心獨秀峰下。為明代靖藩府城，又因南明永曆帝朱由榔蒙塵曾駐蹕在此，

故又稱皇城。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封其任孫朱守謙為靖江王，就藩於此。五年始建王府，二十

六年築府城。府第建築悉依藩王規制。主體佈局有承運門、承運殿、寢宮、左宗廟、右社壇。

主體兩側有眾多的廳堂樓閣、書屋軒室。 

【堯山(含纜車上下)】位於桂林市東郊，距市中心 8 公裏，主峰海拔 909.3 米，相對高度 760

米。堯山山勢大致南北延伸，高大雄渾，狀如伏牛，俗名牛山，是桂林市最高的山峰。因周

唐時在山上建有堯帝廟而得名。堯山風景區是國家首批 4A 級旅遊風景區和桂林市首批文明

風景旅遊示範點。堯山以變幻莫測、絢麗多彩的四時景致聞名於世，被譽為欣賞桂林山水的

最佳去處。乘索道由山下直達堯山之巔，極目遠眺，峰海山濤，雲水煙雨的桂林山水風光盡

收眼底。 

 

餐食 早 O:飯內早餐 中 O：中式合菜 RMB60 晚 X：機上簡餐 

住宿 溫暖的家 

 

《註：以上行程內容僅供參考，正確之行程、班機及飯店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大新: 準★★★★★明仕田園山莊或同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