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搭乘越南航空，早去、晚回航班，直飛河內班機，旅遊更舒適、便捷。 
●全程 NO SHOPPING 不進購物站，旅遊輕鬆又自在，避免耽誤既定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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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龍灣遊船景點安排最大最壯觀的【驚訝洞 Hang Sung Sot】參觀，有別於一般市場上所安排的天宮洞。 
●安排搭乘【LA VELA PREMIUM CRUISES】體驗與【世界自然遺產~下龍灣】激盪出的海洋魅力。

 
●越南旅遊局重點推薦－陸龍灣－長安保護區，有別於市場上一般較混亂的三谷碼頭；請務必穿上救生衣。

 
●皇家樂園劇院「水上木偶戲」 ●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文廟」 
●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香火最旺的寺廟「鎮國寺」 ●湖濱綠草如茵，湖水清靜的「還劍湖」 
●【聖若瑟教堂】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之一。 ●【河內歌劇院】法國殖民越南時期重要建築 
●【巴亭廣場】胡志明在這裡宣讀了『獨立宣言』 ●「36 古街區」體驗越式古街採買樂趣 
●「胡志明博物館」館內收藏著越南國父胡志明的過往 ●法式殖民時期建築的印度支那-「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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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柱廟】造型獨特，外型雖小，卻是越南的代表古剎 ●【胡志明故居】參觀偉人極為簡樸的生活 
☆以專業服務的精神，提供最豐富、詳盡的越南資訊讓您了解北越的風情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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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送：36 古街電瓶車  
☆贈送：風情斗笠一頂、玉桂油一罐、團體照片一張、每人每日礦泉水一瓶、招待清涼椰子汁一次。 

 
☆河內 SEN 蓮花自助餐。（第 1、5天中午） ☆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中式合菜+火鍋。 
☆下龍灣船上精緻料理。 ☆下龍灣船上精緻料理。 
☆下龍灣 1958 餐廳精緻越式料理。 ☆河內 N ine teen11 餐廳精緻法式餐。 
☆寧平英勇(庭園 )餐廳農莊羊肉+土雞。 ☆河內 5★泛太平洋酒店國際自助餐。 
☆午、晚餐含有酒水一人一瓶可樂或啤酒。《自助餐或酒店與遊船上或特殊餐時，恕無法提供飲料》。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越南航空 VN587 小港國際機場 08：40 河內市-內牌機場 10：25 
越南航空 VN586 河內市-內牌機場 18：35 小港國際機場 22：00 

 
T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或同級 

 
T河  內-泛太平洋酒店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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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高雄Q河內!文廟!下龍灣!水上木偶劇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河內是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總面積 2,130 平
方公里，位於紅河的南岸，是越南北部的政治、文化、經濟、交通的中心。抵達後前往參觀★【文廟】有千年歷
史的文廟【文廟－國子監】是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廟內供奉有孔子及其 72 弟子塑像，初建於 1070 年李
聖宗之時，後屢經修復，是越南第一所高等教育學府。雖歷經千年的時間，依然保持原始的風貌，越南古老的歷
史及與中國文化有不可抹滅的關係。 
午餐後我們將前往聞名世界的八大奇景之一【下龍灣 Ha long Bay】，下龍灣的所在地----廣寧省下龍市（距離河
內 180 公里,約 4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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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奇景」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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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抵達
後前往★【皇家樂園劇院】欣賞越南國寶級水上木偶戲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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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機上空廚 午餐 SEN蓮花自助餐~河內區
（US11）  晚餐 飯店內中式合菜+火鍋（US15）  

住宿 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新世界七大自然遺產下龍灣 LA VELA PREMIUM CRUISES極緻號遊船  
今天您可以擁有ㄧ個悠閒(NO MORNING CALL)的早晨時光，或在早餐後於飯店自由活動享受下龍海灣景色。將
於接近中午時分前往【LA VELA PREMIUM CRUISES】專屬碼頭。  
★LA VELA PREMIUM CRUISES 極緻號第一天行程規劃如下：  
時間 Times 遊船行程 Itinerary 
11 :30  抵達巡洲島，前往遊船位於碼頭的私人遊客中心。於休息室中享受迎賓飲料，稍事休息！ 

12 :15–12 :30  完成登船手續，專人運送行李至船上。下龍灣海上行宮旅程正式開始。 

12 :30  
登船後隨即享用迎賓雞尾酒緊接著巡航郵輪簡介以及安全指示介紹，隨後領取房間鑰匙，入住
舒適的艙房。 

12 :45  隨即起程-展開這次下龍灣遊船探險之旅。 

13 :00–14 :30  
安排在船上享用精緻午餐，沿途風景航行下龍灣通過-龍島、猴島、龜島、蟾島、鬥雞島、象
島。在下龍灣坐著船在島與島之間穿梭來往欣賞這美麗的景緻，可以把這宏偉風景區的壯麗盡
收眼底。 

15 :00  

抵達★【驚訝洞 Hang Sung Sot】，此佔地約有 10,000 平方公尺的大型石灰岩洞，而洞
內形形色色的鐘乳石、石筍、鐘乳石柱，數量驚人，展現了大自然堅定的力量，也是下龍灣最
漂亮的石灰岩洞之一。是下龍灣眾多天然形成的地形奇觀中，參觀設施最完善、也最受觀光客
歡迎之處。(註：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 

16 :00  返回遊船，繼續於下龍灣上航行。 

16 :15  
廚師為貴賓們準備了一場越式點心的烹飪示範，一同觀賞並品嚐！讓您除了旅遊又多了一樣全
新感受。 

16 :30–17 :30  

搭乘小船造訪★【T ITOP 島】。旅客能在下龍灣最美麗的海灘戲水，游泳。在此您可(自費)選
擇兩人一艘獨木舟划行於美麗寧靜的海域，由於圍繞著大小石灰岩島，這些海域平靜無波如同
內陸湖泊，可輕鬆安全享受划獨木舟的樂趣(需視天氣狀況)，也能沿著島上山丘的 400階長梯
拾級而上，來到至高點，360 度俯瞰下龍灣水光山色，船帆點點的美景，是取景不可錯過的好
在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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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 

19 :00–20 :30  期待的晚餐時間！換上美麗的服裝，前往餐廳享受船上主廚為貴賓們精心烹煮的精緻料理。 

21 :00–23 :00  
晚餐後，可於在船上酒吧享受歡樂時光和聽音樂或在甲板上的躺椅觀看星星聽聽mp3、做做
月光浴感受美麗的海灣。渡過美好時光，非常愜意。船上還安排影片觀賞您可在船上體驗不同
的活動，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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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讓貴賓都能得到最佳服務品質，遊船行程安排及時間配置，皆由遊船公司提供，如因天候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調整：
例如颱風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行程進行中會依當地公告是否適合出海來前後調整海上行程及當晚飯店。如遇旅遊期間都
無法出海或是影響河內飯店，但調整後的行程餐食及飯店由本公司負責。這實屬業者無法控制的天災，本公司僅能按定型化
契約第 31條協助處理，敬請配合。)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船上精緻料理  晚餐 船上精緻料理  
住宿 下龍灣- LA VELA PREMIUM  CRUISES   

 

第三天  下龍灣 LA VELA PREMIUM CRUISE極緻號遊船!河內   
享受一個沒有 MORNING CALL 的早晨體驗在山水畫中起床的驚喜。 
★LA VELA PREMIUM CRUISES 極緻號第二天行程規劃如下：  
時間 Times 遊船行程 Itinerary 
06 :30-07 :30  輕早餐時間，提供茶飲咖啡與麵包點心，補充早晨活力。 

07 :30-08 :30  
搭乘本地小船前往穿洞，欣賞別有洞天的美景。(註：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
全)。 

08 :30-09 :30  回到船上享用豐盛的自助式早餐。 

09 :30  
於 09:30 前辦理 Check-out 退房手續，務需完成行李整理，集中至櫃檯，預備退房並結帳。
你可在這段返航航程再度登上頂層甲板欣賞下龍灣美景，讓徐徐涼風在您耳畔輕聲敘說美景，
享受著最後擁抱與親吻大自然的洗禮。 

10 :45  
抵達【LA VELA PREMIUM CRUISE】專屬碼頭，船上工作人員歡送貴賓，結束海上的豪華
遊程。 

回到岸上享用完午餐後，專車返回河內市（Ha Noi），河內舊名昇龍城，早在 1010 年時，越南的李朝即定都於此，
相傳當年李朝的開國英雄李公蘊，在擊退中國宋朝的軍隊後，決定建都於此，而當他在接近紅河平原時看到了一
條飛龍騰空飛翔，所以稱這地方為昇龍，而這塊土地命名為昇龍坡。  

早餐 船上精緻早餐  午餐 1958 餐廳越式料理（US10） 晚餐 Nineteen11 餐廳精緻法式餐($42) 
住宿 河  內-泛太平洋酒店�原索菲特�或同級 

 

第四天  寧平!長安生態保護區~乘小舟遊覽!河內!還劍湖!聖若瑟教堂!河內歌劇院!三十
六古街  
早餐後．前往★【長安生態保護區】，佔面積 2.168ha，共有 31河道潭水穿越 48洞穴〔目前只開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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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碼頭安排乘坐鐵皮舟「1艘 4 人」，開始展開長達 2個小時的旅程。在寧靜的曲折小河
蜿蜒其中徐徐清風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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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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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感覺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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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旅程乘船將領帶您穿越體驗 12 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給您不一樣感受。
其中最著名為【地靈洞】，是 12個洞穴中之最，洞穴內鐘乳石巍然屹立景觀像是集合天地之靈氣，故此當地人命
名為地靈洞。下午返回河內市（Ha Noi）。 
【還劍湖 Hoan K iem  Lake  】位於河內巿的鬧區中間，所有的高級大飯店幾乎都集中在這湖區的附近。還劍
湖的湖名來自於 15 世紀的傳說故事。傳說當年黎太祖藉由一把神龜所出借的神劍率領越南人成功攻退中國明朝
的軍隊，勝利後，黎太祖順利當上新任國王，他到湖邊漫步，神龜突然出現湖面要求拿回神劍，黎太祖因而將擲
向神龜。這個湖因此被命名為還劍湖。湖中央的小島上有座龜塔，記載著這個傳奇故事。實際上，還劍湖中現在
仍是幾隻龐大的烏龜的居所呢！似乎更加深了這個神話的可性度與傳奇性。還劍湖的面積雖然不大，然湖岸邊綠
草茵茵，一向為河內巿民休閒納涼的好去處。★【聖若瑟教堂 St .Joseph  Cathedra l】，建於西元 1886 年，是
典型的哥德式建築，是當時法國殖民存在的重要見證建築之一。它的建築遠看與法國巴黎聖母院有著幾分相似，
規模雖比不上巴黎，但外表卻同樣散發著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教堂內部有華麗的彩繪玻璃，還有描繪著天
主教故事的畫作；而每當有天主教的慶典時，在教堂內外和外圍的廣場都會擠滿天主信徒，甚至世界不同地方的
教友都會特地前來教堂一起進行彌撒，場面十分熱鬧。★【河內歌劇院 Hano i  Opera House】，於西元 1911
年啟用，整座歌劇院工歷時 10 年，擁有 900 個座位。是法國殖民時期所建造，為巴洛克風格建築，鵝黃色的外
觀，在藍天底下格外耀眼，也是法國殖民越南時期重要建築。據說這裡的圓柱和石板磚都是由法國越洋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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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著濃厚的法式氣息。現在會不定期有古典音樂演奏表演，氣氛絕佳，值得一看!! ★【三十六條古街】約有一
千年以上 
 
歷史的三十六條古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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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帶輪轉，歲月變遷，至今仍是越南最生動最不
尋常的地方之一。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英勇(庭園)餐廳+土雞料理（US8）  晚餐 酒店國際自助餐（US20）  
住宿 河  內-泛太平洋酒店�原索菲特�或同級 

 

第五天  巴亭廣場!主席府!胡志明博物館!一柱廟!西湖!鎮國寺!河內Q高雄    
早餐後，參觀★【巴亭廣場】如果說首都河內是越南的心臟， 那麼巴亭廣場可以說是河內的心臟。巴亭廣場位
於市中心，還劍湖西北，廣場長 320 米，寬近 100 米，可容納一二十萬人，是河內人民集會和節日作用中的場
所。半個世紀前，胡志明在這裡宣讀了『獨立宣言』，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這裏有莊嚴的胡志明主席陵墓、
【主席府(總督府)】建於 1906 年的黃色法式建築『主席府』，其原是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後成為胡志
明主席處理國政之處。 
★【胡志明主席故居】一座兩層全木製高腳屋裡。下層是會客室，上層是臥室和辦公室，只有一張木床幾把木
椅，簡樸而雅致高潔，生活極為簡樸。故居花園幽靜典雅，還種植罕見的菩薩樹，樹下冒出密集的氣根，宛如一
尊尊天然雕像甚是有趣。一代偉人的事蹟令人景仰。 
★【胡志明博物館】此博物館足以滿足您對 胡志明 的革命思想初步的了解。這座博物館分為「過去」即「未來」
兩部分，參觀者由「過去」開始，逆時針方向走向「未來」，讓您真正體會越南的成長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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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祠廟由李朝皇帝於 1049 年所建，傳說中李朝皇帝因膝下無子，便求神賜
子，某夜他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一子賜予他，不久后，果然得一子，因此，他興建此廟供奉觀世
音菩薩，感謝神恩。如今，它是許多越南婦女前來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宇，香火鼎盛。 
★【西湖 Ho Tay】河內 的第一美是湖泊之美。市區湖泊星羅棋布，西湖是河內最美最大的一座湖泊，總面積
達５００公頃，緊臨在旁的是白竹湖，兩胡相通。西湖水一望無際，波光粼粼，煙霞繚繞，舟楫遊曳，一對對情
侶在這裏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垂柳依依，溫馨浪漫。湖畔鎮國寺的寶塔和繞堤的檳榔樹倒影湖中，頗有中國杭
州西湖的韻味。河內西湖有一個與杭州西湖相關的美麗傳說，說的是遠古時代，天上有兩位仙女，聞聽人間勝景
無數，撥開雲頭向下窺望，看見中國杭州與越南河內風光雖美，就是沒有湖泊，各自拋下一面寶鏡，分別落在杭
州與河內，成為兩地西湖。★【鎮國寺 Tran Quoc  Pagoda】鎮國寺是河內最古老的寺廟。關於其始建年代存
在不同的說法，但至少距今也有 500 年的歷史。歷朝歷代這裏都是皇家寺廟，並先後有過『開國寺』、『安國寺』、
『鎮國寺』諸名，可見其重要性。如今鎮國寺仍然是河內最大的寺廟，不僅是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也是香火
最旺的寺廟。隨既專車前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回您溫暖可愛的家園。結束此－難忘的越南之旅． 

早餐 飯店內用早餐 午餐 SEN蓮花自助餐（US11）  晚餐 機上空廚 
住宿 ★★★★★★溫暖的家 

 
出團備註：  
■越南簽證應備資料：（6 個工作天）1 .二吋相片 2 張  2 .護照正本。 
■飯店、遊輪安排均以兩人一室為主，若單人報名無法湊成兩人一室，需依所訂的飯店補單人房間價差。 
■團體機票經開票後，即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恕無法辦理退票。 
■本行程內容於印製前已致力提供正確無誤資料，對於旅遊行程住宿及旅遊點儘量忠於原行程，有時會因飯店確
認行程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若遇特殊情況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以及船、交通阻塞、觀光點休假，本公司
保有變更班機、行程及同等飯店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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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越~雙龍灣（下龍灣、陸龍灣）海上移動 VILLA精緻之旅

五日 
 
 

      （A）出發日期：2016 年 11 月 6 日（週日）出發  
       （B）行程內容：(如附之行程表) .  
      （C）團     費：每人 NT$32000 元 .  

           
  (一)內容包括 :  

（1）高雄 /河內 /高雄之越南航空國際段經濟艙機票款 .  
（2）行程中所屬必須參觀之門票/食宿 /交通費 .  
（3）200 萬旅行責任險+10 萬意外醫療險 .  
（4）越南簽證費 .  
（5）當地司機 /導遊小費  
（6）行程特色（請參考行程表所列各項）  

 
 
             (二)內容不包括 :  

      （1）護照工本費(NT$1500 元)  
（2）一切純屬私人之開銷費用(如電話費 /洗衣費等)  

 
       （D）越南簽證應備資料：（6 個工作天）1 .二吋相片 2 張  

2 .護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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