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避暑勝地∼東方瑞士大勒
大勒是越南林同省省會。該市的海拔高度為1500 米，全年平均溫度為18 度，美麗的風景包括、例如瀑
布和湖泊擁有豐富的農產花和植物。平均氣溫為18°
C，最熱的季節不超過25°
C。其適宜的氣候有利於種
植農作物。大勒以種植蘭花、玫瑰、蔬菜和水果以及釀酒為主。大勒以空氣清新著名，湖泊、瀑布、松
林眾多聞名。這裡風光明媚，四季如春，百花盛開時，如詩如畫。
◆越南最漂亮的海岸線∼芽莊
芽莊為越南東南部港口城市，位於胡志明市東北412公里，人口約30 萬，為富慶省省會，是越南具代表
性的觀光勝地。市區東側的海岸線綿延5 公里長，白的海灘和綠色的椰子樹給人悠閒的感覺。芽莊沒有
冬天，暴風不多，任何時候都可以來旅遊。海灘浴場廣闊，沿著街道伸延，灘邊椰影婆娑。椰子樹蔭下，
有許多五顏六色的洋傘，外國的遊客喜歡在這裡做日光浴。遠海島嶼在等待您越海來探索新奇。您也可
以參觀古樸的占塔、寺廟，購買搜集貝殼紀念品。
◆越南第一商業大城∼胡志明(西貢)
地處中南半島最東部的越南，因為一場越戰而聞名國際戰後又因為採取封閉政策，使她幾乎與世界斷了
連繫。然而自從１９８８年開放門戶以來不但致力於經濟改革，並且大力推展觀光事業，如今隨著越南
經濟的成長，世人已經逐漸拋開越戰的陰影，人們對她不再存有恐懼，外國觀光客如水泉般大量湧入越
南，走在越南街頭，不時可見各國的觀光客擦身而過，烽火連天的畫面，早已被一股蓬勃的繁榮景象取
代。越南與中國有極其深厚的淵源，早在漢朝時期；她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又因為十八紀時曾受法國殖
民統治近一世紀，越南可以說是融合了東、西方的文化菁華於一身，使她對歐美人士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行程特色】
◆【全程NO SHOPPING】不進購物站，旅遊輕鬆又愉快。
◆以專業服務的精神，提供最豐富、詳盡的越南資訊，讓您了解越南的風情民俗。
◆全程搭乘越南航空(VN)航班、早去晚回、行程最順暢、行程最豐富。
◆高原避暑勝地－東方瑞士大勒。
◆全程於住宿酒店內享用豐富的【自助式早餐】。
◆大勒特別安排搭乘高山纜車(單趟)。
◆大勒-達坦拉瀑布特別安排雲霄飛車。
◆贈送：每人每日一瓶礦泉水、團體照一張。
◆午.晚餐中式或越式料理~啤酒或汽水每人一罐(於飯店內和自助餐廳用餐時，無提供飲料)。
【參考航班】：高雄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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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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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莊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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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航空
越南航空

建議行程內容

VN580

大勒機場
胡志明-新山一機場

第 1天

高雄Q胡志明Q芽莊文化風情：占婆廟—龍山寺
集合於國際機場，搭乘越南航空班機經胡志明市飛往越南中部美
麗的渡假城市—【芽莊】，芽莊是1924年由阮朝皇帝下詔興建的。根據民
間傳說，「芽莊」一名是源於占婆語的「Yakram 」意思是指「竹林河流」。
在越戰期間，芽莊是附近金蘭灣美軍的度假勝地，因為此地很像美洲的
加勒比海風光，芽莊附近的海域，海水非常清轍，很適合釣魚、浮潛、
水肺潛水等活動。
★芽莊的文化風情：參觀世界文化遣產中有記錄的【占婆廟】，占婆廟建
於西元八世紀前，主要是供奉一尊「天依女神」，其天神的地位就跟台灣的媽祖類似，但當地人大都是
來此地求子，在此每座佛像前都有豎立代表男性及女性的陰陽具的雕像，早期當地居民都將水從男性雕
像澆水，再從女性雕像中取水使用，據說不但可以求子、也可保佑健康和平安。爾後前往建於1889年當
地華人精神信仰的中心—【龍山寺】，寺後豎立著大型白色佛像，目光環抱整個城市，好比是芽莊的守
護神，已經成為芽莊的地標。
機上簡餐
午餐
機場內餐廳 US$ 8
晚餐
燒烤套餐料理 US$ 8
Michelia Hotel或同級

第 2天

芽莊出海半日遊(智源島海洋水族館、離島海灘水上活動)—（車程約4.5 小時）—大勒
早 餐後，隨即前往碼頭搭船來趟海上之旅，遊覽號稱越南最
美麗的渡假海濱風光；首先前往【智 源島】此島上有一個建似海盜船
的自然【海洋水族館館】，您可在此欣賞各式各樣的水生動植物，其中
又以有如一個成年人身長的石斑及海鯊最令人印象深刻。隨後再乘船
前往【離島海灘】，舉目所見，皆是優美、浪漫、詩意的海岸風光。你
可在沙灘上自由戲水遊玩或自費 參加水上摩托車、托曳傘、潛水等各
項水上活動或者躺在海攤椅上舉目所見盡是藍天白雲、碧綠海水、細
白沙灘，想必此時所有世俗煩瑣之事皆已消失在芽莊的海岸美景之
中。後船返回碼頭岸上，安排享用午餐。下午驅車來到海拔1475 公尺，終年氣候清爽的越南避暑勝地－
【大勒】，亞洲最美麗的歐式山城，世界８個最值得渡蜜月的城市、松林、湖泊、瀑布、花卉。年均溫
約 18---23 度左右，為法國統治時期法人渡假勝地，約有1300 棟法式別墅，無一相似，在越南屬於法國
殖民時期大勒是法國官員的渡假避暑勝地亦有越南的小法國之稱，傍晚抵達後安排享用晚餐，晚餐後酒
店休息。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四季餐廳中越式料理 US$ 6
晚餐
磨坊餐廳中越式料理 US$ 8
LA SAPINETTE HOTEL DA LAT 或同級

第 3 天 大勒—乘坐馬車暢遊春香湖(15 分鐘)—大勒花園—情人谷—多善湖—保大帝行宮—搭乘大勒高
空纜車—竹林禪院—大勒市集
早餐後前往市中心的【春香湖】，安排搭乘馬車遊覽，看那藍天、
白雲 及湖畔的松林別墅倒映在平靜清澄的湖面上，構成一幅美麗的圖
畫，風景詩情畫意，十分迷人，真可說是大勒的一顆明珠。接著前往參
觀【大勒花園】是越南花卉最大的產地，這裡出產的鮮花行銷到全國，
除了本土花卉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花種育苗及培植，許多花卉中心開
放遊客參觀。後前往市區東北方約6 公里處的【情人谷】，整個山頭有
著青翠高大的松林，四季常青，景致非常迷人，生長在樹林間的玫瑰花、
茉莉花為情人谷更添美色; 其間的【多善湖】把山谷點綴的更加優美浪
漫， 湖光山色真是令人陶醉。在此您可自費騎馬，在馬夫的牽引下騎馬在大勒高原草坪上，享受著大自
然洗禮。後前往餐廳享用午餐，餐後專車前往【保大帝行宮】是越南阮朝最後一位皇帝阮永瑞(封號為保
大皇)在其任內的夏宮，他在大勒建有3 座宮殿，這是唯一一間當作是博物館並開放給大眾參觀的宮殿!
宮殿內陳列著當時保大帝曾經使用過的器皿、家具、客廳、臥房等等!然而建築並不像宮殿，反而像一棟
法式風格的大型別墅。後安排搭乘【大勒高空纜車】纜車由一處高台上徐徐下降，在纜車中往下腑看，
絕美的大勒山城美景盡收眼底；纜車降落處一旁則是【竹林禪寺】建於一個小山頂上，寺前的右邊鑄有
一座洪鐘，這是佛門的「晨鐘」寺廟模大而莊嚴，門頂和門旁都藝術雕刻圖案;廟內正座供奉的是一座高

約 5 公尺的釋迦牟尼佛塑像香火頗盛。後前往【大勒市集】參觀，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日用商品，最引人
注目的是滿街的花販，這裡供應著越南一半以上的花卉呢！想要了解大勒居民的生活風貌，一定要來這
裡逛逛。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晚餐
吾家餐廳中越式料理 US$ 6
玉海餐廳中越式料理 US$ 8
LA SAPINETTE HOTEL DA LAT 或同級

第 4 天 PRENN 天沙瀑布 大勒Q胡志明 西貢大教堂 百年郵局總局 市政廳廣場 西貢遊船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國內班機飛往越南經濟重鎮【胡志明市】。胡志明市舊稱西貢1975年北越共
軍解放南越後，將原名西貢的南越首都更改為胡志明以紀念越南國父—胡志明。抵達後由本公司專業導
遊迎接參觀西貢大教堂－此處無疑是胡志明市最出名的地標，為法國殖民地時代的代表建築，於 1883
年落成，模仿巴黎聖母院而建，因用紅磚砌成，故又稱「紅教堂」。教堂廣場上有一座 4 公噸重的聖母
瑪麗亞雕像，為1945年羅馬教會的贈禮，廣場現成為年輕人的聚腳地，不少新婚夫婦都喜歡到廣場上拍
攝婚紗照。百年郵局總局，位於聖母教堂（Notre Dame Cathedral）左側，是法國在越南最早的郵政總局，
自 1892 年啟用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法式市政廳廣場，1908 年落成，現為政府辦公大樓，充滿
法國殖民地色彩，室內有水晶吊燈，大樓前的公園也帶有歐洲建築風格。公園中央有一座胡志明手抱小
女孩的雕像，象徵無兒無女的胡志明視越南人為親子女，為國家奉獻一生及拍照留念，晚餐於西貢河畔
豪華遊輪上，欣賞精彩歌舞表演，沉浸於越南人特殊人民風情，盡情享受南國的悠閒夜晚．
飯店內早餐
午餐
大勒屋中越式料理 US$ 6
晚餐
夜遊西貢河遊艇晚餐 US$ 10
RAMANA 或同級

第 5 天 胡志明—美托生態之旅—胡志明Q高雄
早餐後．前往位於湄公河三角洲，距離胡志明市約７０公里
有魚米之鄉美譽的美拖市．美托緊傍在湄公河畔，離胡志明市兩個多
小時的車程。小鎮不大，只有五六萬的人口，美托的景色，讓人彷佛
身處在未開發的越南一樣，這裡遊客也不多，顯得寧? 和親切。
抵達後乘船暢遊湄公河，感受天然自成的大自然美景。從美托的碼頭
上船，10 分? 就到泰山島，泰山島就在湄公河的中央。並享用果園內
豐盛的熱帶水果大餐，您在品嘗水果之際會有當地島民為您歌唱表演
及品嘗鮮美的蜂蜜汁．隨後乘坐越南船民的小船，渾沌的滾滾黃水和
遠方的水上人家，同樣有種不修邊幅的姿態，有著泛黃的風景畫質感，是另一番感受。沿 ? 曲曲彎彎的
河床 划上二十幾分鐘，只是為了讓大家感受一下湄公河的景色和水椰子的迷人。穿梭其間既有趣又好
玩。午餐後前往參觀小鎮上歷史悠久的永長古寺，建於西元1849 年，寺內供奉的60 尊珍貴木像堪稱20
世紀初雕塑之精品。整個建築融合了歐亞的風格，整座寺廟以淡黃色為底，外牆有兩座牌樓入口，燈柱
以西方巴洛克式燭台造型，內部圓柱上為粉紅盤龍裝飾，中間的菩提樹下有尊佛像，迴廊則為西方哥德
式石柱。午餐後前往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高雄，回到可愛的家，結束此次難忘的越南之旅．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柏松園餐廳油泡象魚餐 US$ 8 晚餐
機上簡餐
溫暖的家

（ 以上行程將依當地環境時間配合安排 ）

團費: 23,900
1. 飯店標準房住宿兩人一室。
2. 行程內冷汽旅遊車、遊船費、景點門票。

團費包含:

8.

3. 行程內之4 個早餐、9 個正餐。
4. 每日每人一瓶礦泉水、團體照。
5. 夜遊西貢河贈全隻烤乳豬。
6. 午晚餐每人一瓶可樂或啤酒(2 選 1)共 8 餐(機場用餐例外)。
7. 專業中文地陪導遊。
越南航空來團體票、機暢稅、燃油附加費、越南簽證、200履責險、10萬醫療險。

B. 團費不含:

1. 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 (NT$ 200 / DAY / PAX) 共

5 天。

出團備註：
■此為團體旅遊行程，10 人以上成行，15 人並派領隊隨團服務。
■越南簽證應備資料：（需7 個工作天）1.二吋相片 2 張 2.護照影本 3.持外國護照，需護照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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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國名：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人口：約 7300 萬人
◆語言：越南話（部分觀光景點，英語、法語通用）
◆時差：比台灣慢一個小時。
◆電壓：以 220 伏特（圓孔插座）
◆貨幣：單位為盾（Dong）、 1 USD =約 15000 盾，1 NTD =約 400 盾
◆紙幣：100000、50000、20000、10000、 5000、1000、500、200/硬幣：無
◆氣候：乾季（11~3 月）、雨季（4~10 月），溫度約攝氏26~33 度，但北越因緯度較高，海風較涼爽亦請帶外套，
溫度約攝氏16~31 度
小費說明：【以下提供需付服務費,敬請參考】
●床頭服務費，每間每天美金１元
●遊輪小費, 每人 SUD5
●旅館行李服務費，每件每間美金１元
●當地導遊及司機２人，每天共NT100；領隊每天NT100
●10 人以下出團須補足導遊.司機.服務費，每天共NT200

長福旅行社
長 福

交觀甲: 00278
品保會員高: 0231

電話: 07-3300770
傳真: 07-3330635
網址 : www.everlucky.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