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03/16                                    團費：每人／23,800 元 單人房差:6000 元/人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含小費)                      ※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河內索菲特飯店將於 2016 年 10 月份起更名為 PAN PACIFIC HOTEL¤¤¤



 

 

五星飯店下午茶.五星飯店內用自助晚餐.陸龍灣下午茶.下龍灣按摩 1.5 小時.36 古街電瓶車 

 

PS:如住宿 PAN PACIFIC HOTEL 則在 PAN PACIFIC HOTEL 飯店 20 樓景觀用下午茶,如住 JW 萬豪或美麗亞飯店則下午

茶改到喜來登飯店享用 



 

第1天 高雄小港機場河內機場文廟下龍灣傳統水上木偶戲※贈送越式按摩

1.5 小時※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機場，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越南首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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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安排參觀擁有千年歷史的【文廟-國子監】，是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

雖然歷經千年的時間，但依然保有原始的風貎。讓您更能親身體會越南古老的歷史及與中國文化不可

抹滅之關係。午餐後專車前往聞名世界的八大奇景之一【下龍灣】的所在地----廣寧省（距離河內 180

公里,約 4 小時），抵達後讓我們專業的導遊帶您前往相傳已有逾千年的歷史，於農閒及紅河氾濫期間，

農民在水塘中築起戲台舞弄木偶以為娛樂，演變至今成為享譽國際的民族技藝【水上木偶戲】。晚餐

後安排下龍灣越式腳底按摩或全身按摩 1.5 小時，為您消除疲勞，通體舒暢。(不含按摩小費越式按摩

師小費，每人台幣 100。)P.S：12 歲以下兒童，為避免妨害骨骼發展，請恕無法贈送按摩 

 (早餐) Ｘ (午餐) 北越風味餐(不含酒水)  (晚餐) LANG CHAI 中式料理(含酒水) 

住宿：下龍皇宮 或皇家蓮花或同級 

第 2天  下龍灣遊船－全日海上 VIP遊(鐘乳石洞.鬥雞島.TITOP島) 

早餐後，由碼頭搭船，前往遊覽可以說是越南行程中最絕妙的景致-----世界八大奇景之一【下龍灣】。 

下龍意即「降下神龍」的意思，源自於地方的神話故事，其範圍非常廣泛,面積約有 4000 平方公里，

其中散佈超過一千六百座石林及石筍狀的小島，這些小島亦有龍島、猴島、龜島、蟾蜍島、鬥雞島......

等別名；海面上突起的奇形怪狀天然岩石雕刻，相當生動，而無數個岩洞更創造出一處令人陶醉不已

的永恆世界，乘船繞行其中，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妙，中午在本團專屬的遊船上享用船家為您精

心準備的海鮮餐並安排(每人一隻花蟹)，您也可另向此地特有的水上養殖市場選購您喜愛的海產，生

鮮超值！【鍾乳石洞】參觀下龍灣最大的山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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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鐘乳石洞較濕滑，行走時請注意個人安全)【TITOP 島】，此島的由來為西

元 1962年胡志明陪同蘇聯太空英雄 CHERMANN TITOP拜訪下龍灣時，為了紀念此事，胡志明就以 TITOP

基托夫島為小島命名，此島開始聲名大噪。TITOP 島有下龍灣難得一見的月牙型沙灘，它的高度 87 公

尺；可延階梯往上爬到至高點，可分為三個階段．．每爬上一個階段都有不同風景，建議您要努力的

爬往最高層 423 個台階就可擁有 360 度的寬闊視野，由至高點俯瞰棉延的山群倒映在碧綠的海上；景

班機日期 班機編號 起飛城市 抵達城市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VN587 高雄 河內 08:45 10:10 

第五天 VN586 河內 高雄 18:35 22:00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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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美如一幅山水水墨畫呢。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下龍灣海鮮餐+花蟹一隻(含酒水)  (晚餐) 飯店內合菜不含酒水 

住宿：下龍皇宮 或皇家蓮花或同級 

第3天 下龍灣河內還劍湖電瓶車遊 36 古街五星飯店下午茶 

早餐後專車返回【河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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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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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法國殖民時期，法國

人看到它被紅河圍繞，才更名為河內。由於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有許多法國建築，今日的河內是一

座擁有不可思議歐洲風情的國際性都市，河內的外貌充分地融合了進步與傳統，抵達市區後安排首先

參觀具有四、五百年歷史的【還劍湖】；相傳 15 世紀上天賜神劍給李黎，助其把元軍驅離越南，事後

某天當李梨航至此湖，一神龜游出湖面叼走寶劍。後前往三十六古街，搭乘電瓶車遊懷古風味的傳統

【三十六古街區】後前往享用浪漫繽紛【法式下午茶】，給您不一樣的河內喔。 

＊備註.下午茶為特別贈送，如果飯店確認入住 PAN PACIFIC HOTEL，我們將會 PAN PACIFIC HOTEL 使用

下午茶，如住美麗亞或 JW 萬豪則改為喜來登飯店享用下午茶。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越式簡餐(河粉+法國麵包+飲料或咖啡)  (晚餐) 越來順中式料理(含酒水) 

住宿：PAN PACIFIC HOTEL 或美麗亞 MELIA 或萬豪酒店或同級 

第4天 河內寧平碧洞寧平長安生態保護區或三谷湖【搭乘小舟遊賞陸龍灣】陸龍灣
下午茶河內 

早晨時光！今早，用完早餐後，出發前往位於北越寧平省，號稱陸上下龍灣之【陸龍灣】，前往寧平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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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平碧洞】參觀。午餐享用聞名的寧平羊肉及陸龍灣越式合菜後★【長安生態保護

區】帶領各位嘉賓前往『長安碼頭』搭著竹筏遊著碧洞欣賞石灰岩奇景、兩岸寧靜的風光。（請務必穿

上救生衣。）抵達碼頭後安排乘坐小舟，開始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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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子在山石間浮游，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讓人覺得彷佛進入深邃氛圍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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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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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人潮過多或者越南當地假日則改為【三谷湖】搭乘小舟一

覽陸上下龍的優美景色，並享受輕搖碧舟的雅趣；石灰岩奇景，兩岸風光寧靜，偶見小屋，遺世獨立，

水波不興，令人頗有置身世外桃源之感。 

 【寧平下午茶】寧平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沿路的景色彷彿到了中國的桂林一樣的壯觀，我們在此為旅

客安排了下午茶行程，您可選擇道地的越南黑咖啡或是果汁也可以選擇現剖椰子水再搭上蛋糕(麵包)

與水果讓您悠哉地享受這無人打擾的下午茶時光。隨後返回河內市。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英勇餐廳(羊肉+土雞風味餐)含酒水  (晚餐) 飯店內用自助餐不含酒水 

住宿： PAN PACIFIC HOTEL 或美麗亞 MELIA 或萬豪酒店或同級 

第 5 天   河內西湖鎮國寺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主席府(不入內).故居越
南民族博物館河內高雄小港機場 

晨喚後，你可逕自前往享用豐盛的早餐，後前往參觀風景優美的【西湖】及擁有全越南最古老的廟寺

【鎮國寺】。午餐後前往參觀【巴亭廣場】及【胡志明陵寢】，參觀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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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小徑前行，前往

參觀胡志明故居，據說他於 1958－1969 年居住在此。【越南民族學博物館】（越南語：Bảo tàng Dân tộc 

học Việt Nam）。室內有兩層，介紹越南所有民族。室外有許多原住民的住屋、墓室和平房等。博物館

開門時間為 8:30~17:30，星期一和元旦閉館。後整理行李隨後專車將接往您前至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

回您溫暖可愛的家園。 

行程有時會因航班.食宿安排.天候.交通…等因素而更動次序.但不減少!】 

【以上餐廳如因客滿．整修…等其他因素而更動，將以其他餐廳替代並另行通知】 

【旺季期間因航空公司及國外飯店之調漲團費；團體之餐食安排一律按照正常團體餐標，無提高餐標

之作法（除另行通知）】 

【旺季期間，住宿飯店會有”或同級”之情況，請見諒】 

 
(早餐) 飯店內用   (午餐) 兄弟自助餐(不含酒水)   (晚餐) X 

住宿：溫暖的家 

 

 自費行程價目參考 : 

1.追加下龍灣全身按摩(0.5小時含小費) NT$300 

2.下龍灣全身按摩 90分鐘 NT600 含小費 

3.下龍灣快艇巡曳+小舟遊覽天井洞 NT400 

4. 下龍灣-3峽谷小舟遊覽(007拍攝地方)NT400 

5.河內~全身按摩(1.5小時)NT1000含小費 

 

 



 應  備  證  件 : 

A.新辦護照者： 

(一)請繳交照片二張(3 個月內拍攝之二吋光面白色背景、脫帽、五官清晰正面半身彩色照片，人像自
下顎至頭頂長度不得少於 3.2公分，不得使用戴墨鏡照片及合成照片) 。 
(二)請繳驗國民身分證正本，十四歲以下未請領身分證者，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最近三個月內辦理之
戶籍謄本(驗畢退還)，並附繳影本乙份。 
(三)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四)持照人，倘若更改中文姓名、國民身分證編號等項目，應於申請換發新護照時繳交 3 個月內所申
請之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 
(五)護照期滿申請換新者請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首次新辦：若由旅行社代辦者，需到戶籍所在地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人別確認】，再將護照申請
書委由旅行社業者代辦。 
B.越南簽證： 
(一)護照影本：護照效期需以返國當日起 6個月以上效期 
(二)照片兩張《彩色白底兩吋，請於背面寫上名字》 
(三)工作天數 6天，《不含例假日及所需工作天要 6天》 
因越南不承認雙重國籍，進出台灣與越南全部都要使用同一本護照，強烈建議凡持多國護照之旅客，
請一律以單一護照出入境台灣及越南；否則入境越南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本行程之越南簽證為代辦費用。因簽證費用屬於國家單位設定之行政規費，且屬於代辦性質，與旅遊
品項費用有別，所以若是各旅遊地政府有公告調漲或調降時，敝公司將即通知貴賓補費或退費，感謝
您的配合。 

 注 意 事 項 ： 

★請注意：本行程安排搭乘越南航空，越南航空特別規定團體機票開票後，如旅客因故取消，將無法 
  辦理退票，並需付清全額機票費。 
★行程如遇觀光景點休假及住宿飯店地點調整或遇不可抗拒之現象（天候不佳），本公司保有變更 
  行程之權利。 
★行程班機時間及降落城市與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為主。 
★餐食如遇季節關係或預約狀況不同，若有更改，敬請見諒。 
★行程次序、內容、班次時間及住宿飯店，本公司保留調整之權利，以團體出發前說明資料為準。 
★參考匯率:一美圓=一萬九千五佰盾左右；一台幣=六佰盾左右 (僅供參考，請以當天匯率為準) 
★國際電話、飯店洗衣、房間內冰箱的食物，各服務人員的小費敬請自理。 
★小費：越南當地有習慣性收取小費。 
  應付小費每人每日新台幣 200 元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附註】若遇團體人數不足不派領隊，在導遊需兼領隊業務情形下，每位貴賓仍需支付導遊每天新台 
        幣２００元小費。 
  飯店房間床頭服務小費以及提行李服務小費敬請自付，約每次美金 USD1 元（或相當等於當地幣)  
  另外行理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住宿五星遊船上小費每房約美金 USD 6~ 8 元（約臺幣 200~250）。 
  陸龍灣三谷遊船，船伕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下龍灣遊船，船家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越式按摩師小費，每人 40,000~50,000 越盾。       36 古街電瓶車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下龍灣天井洞及小舟船伕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中南半島廁所休息站，皆賣當地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越南:嚴禁出家眾(和尚、尼姑)前往旅遊.請注意 
★越南政府針對 14 歲以下小孩入境越南，須有父或母或監護人之陪同，才能入境越南。 
★此行程僅適用本國籍旅客；非本國籍之旅客以及越南當地台商，越籍新娘，前往越南洽商者，每人
須補收差價，請洽詢業務人員。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8  中鋼總部分機:27042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2.08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