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日：10/2.16

團費：每人／NT24,500 起

10/12.14.18.21.26

每人／NT25,000 起
【正確金額以實際出團日鋼友承辦客服業務報價為準】

(以上團費含機場稅、燃油附加費。不含小費、護照及台胞辦證費用)※歡迎使用團體旅遊專用券及旅遊商品兌換券支付※

下龍灣頂級享受∼鵜鶘鳥姵麗肯號豪華移動 VILLA CRUISES
2012 年 3 月 12 日下水，是目前航行下龍灣最頂級的高級豪華遊輪之一。提供達國際標準一連串最新的電子儀器操作安
全巡航設備。裝設隔音系統、火警監控、天氣預測情況，船總長 48 米、總寬 11 米、船上間寬敞的客艙配備五星級酒店
的國際標準的設施。船上設施包括餐廳、休息室、禮品店、Massage 中心、酒吧。

【行程特色】
散落於海上的珍珠～下龍灣 Halong bay
下龍灣 是越南最著名的風景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由於下龍灣中的小島都是石
灰岩的小山峰，且造型各異，景色優美；下龍灣又名海上桂林，奇山怪嶼尤勝普吉攀牙灣。根據越南的神話傳說，很久以
前，有一條母龍降落在這個海灣，擋住了洶湧的波濤，使這一帶人民安居樂業，因此人們便把這個美麗的海灣稱為下龍灣。

陸上下龍、田園風光～世外桃源寧平陸龍灣 Hua Lu-Tam Coc
長安、三谷、碧?名勝群～獲得 201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混合自然和文化財產世界遺產。
與下龍灣同為石灰岩地型，群山環繞、生態保養田園風光、鄉村景色更有生生不息河水蜿蜒其中，而五樂山脈環繞全境、
長詩田野與清澈溪谷連成一氣，把這原本平淡無奇的寧平陸龍灣，裝扮得有如蓬來仙境。

萬花春城‧河內 Ha noi
河內(Ha noi)位於紅河三角洲，是一座有著千年歷史的古城，風光綺麗，具有亞熱帶城市的特色。由於樹木終年常青、鮮
花四季盛開、市區內外湖泊星羅棋布，因此，河內又有“百花春城 ”的美稱。由於越南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河內古城
內保有許多法國建築，這座古城，集中了滄桑、現代而又低調的浪漫等不同元素，將法國殖民風情與越南傳統風格融為一
體。

★下龍灣摩天輪：超過 60 個客艙，每艙可容納 6 位旅客。高度有 215 公尺，讓旅客在 200 多公尺的高空中緩慢得欣賞下

龍灣的美景及鄰近地區美麗的景緻，繞行一圈大約需要 20 分鐘。
★新皇后雙層跨海纜車：可容納 230 人，創下金氏紀錄世界最大纜車，乘客可從纜車上觀看 360 度視線，還能看到下龍
灣海上石筍跟海灣美景。

★貼心贈品：
全程每日一瓶礦泉水、招待每人椰子乙顆、團體照乙張、萬靈油、越南斗笠。
★風味餐食：
五星飯店自助餐/頂泰豐四川風味合菜／漁村餐廳中式料理／海上 VILLA 自助午餐及早午餐、晚餐享用精緻套餐／農家羊
肉風味餐。
★購物安排：乳膠、百貨二站，有別於市場不走人工寶石。
【飯店介紹】
註 1：團體作業恕無法接受指定住宿，請以當團行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註 2：本公司對同等級之飯店間入住選擇有最終決定之權利。
河內：吳竹莊大飯店 KURETAKE INN HOTEL
吳竹莊大飯店位於得天獨厚的還劍郡地區，是本市最受歡迎的住宿選擇之一，住宿位置優越讓旅客前往市區內的熱門景點
變得方便快捷。飯店的一流設施和優質服務能確保客人住宿愉快，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24 小時保全、便利商店、每
日客房清潔服務等設施和服務。客房配有平面電視, 浴室話機, 免費茶包, 保險箱, 鏡子，讓您回房之後能好好地放鬆休息。
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Spa, 蒸氣室能讓您玩足一整天，開心一整天。
河內：濠景大飯店 RIVERSIDE HANOI HOTEL
2013 年 7 月開幕，酒店為商務精緻房型，計 85 間房，免費 WIFI 上網，24 小時客房服務、咖啡廳、酒吧、餐廳、會議
廳、健身房等服務。
河內：倫敦大飯店 LONDON HOTEL
2016 年開幕，酒店為商務精緻房型，14 層樓的建築裡提供 86 間別緻客房，舒適的布置讓人有如家般的體驗。現代化的
貼心設施。 免費 WIFI 上網，24 小時客房服務、咖啡廳、酒吧、餐廳、會議廳、健身房等服務。倫敦河內飯店的周到服
務和一流設施會讓您此行終生難忘。
下龍灣：西貢下龍酒店 SAIGON HALONG HOTEL
下龍灣：皇家蓮花大飯店 ROYAL LOTUS HOTEL 下龍灣皇家蓮花飯店所提供的優質服務與高品質住宿將帶給您賓至如歸
的享受， 這裡距離市中心僅 2 km，飯店內設施熱水浴缸, 健身房, 桑拿三溫暖, 室?游泳池, Spa 提供您放鬆身心的理想去
處。 飯店安排了 24 小時送餐服務, 所有房型皆附免費 WiFi, 24 小時前台服務, 客房提供免費茶包, 浴巾, 原木地板, 體重
計, 室內拖鞋，給住客更完整的服務。
下龍灣：皇宮大飯店 PALACE HOTEL
飯店位於下龍的浪漫, 海灘, 觀光區，是商務和休閒的熱門之選。距離市區繁華地段僅有 1. Km 的路程，飯店比鄰白齋旅
遊碼頭, Bai Chay 海灘, 巡舟島等熱門景點。此外，這裡的所有客房配有各種舒適的房內設施，房間提供平面電視,免費
WiFi, 禁菸房, 空調來滿足客人的需求。 飯店配備的健身房, 室外游泳池, 兒童游泳池, 花園等娛樂設施必定會讓您流連忘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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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0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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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天
小時)

高雄河內西湖鎮國寺陶瓷藝術村(休息站) 下龍灣(182KM

車程 4

皇后雙層纜車太陽之眼摩天輪

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由專人協辦離境手續之後，搭乘豪華噴射客機飛往中南半島東側的越南，面積
達 331,689 平方公里，全國人口約 8,700 萬；河內是座久遠的古都、越南傳統文化的搖籃。抵達河內
後，由導遊迎接至餐廳享用午餐。餐後便開始進入豐富、精采的北越山水柔情之旅。
【河內】位於紅河三角洲，是一座有著千年歷史的古城，曾為越南李、陳、後黎諸封建王朝的京城，
被譽為“千年文物之地，在法國殖民統治時期為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由於樹木終年常青、鮮花四季盛
開、市區內外湖泊星羅棋布，因此，河內又有《百花春城》的美稱。由於越南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
河內古城內保有許多法國建築，這座古城，集中了滄桑、現代而又低調的浪漫等不同元素，將法國殖
民風情與越南傳統風格融為一體。
【西湖】：河內最美最大的湖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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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國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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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車前往【下龍灣】，沿途上可欣賞著無盡的農田風光及明媚的山川景色，是越南最著名的風景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目錄。由於灣中的小島都是石灰岩的小山峰，且
造型各異景色優美，下龍灣又名海上桂林。根據越南的神話傳說，很久以前，有一條母龍降落在這個
海灣，擋住了洶湧的波濤，使這一帶人民安居樂業，因此人們便把這個美麗的海灣稱為《下龍灣》。
【女皇雙層跨海纜車】
：越南 SUN GROUP 集團在下龍灣建造的女皇雙層纜車可容納 230 人，創下金
氏紀錄世界最大纜車，乘客可從纜車上觀看整個下龍灣的美景。纜車的起點為下龍灣市，經過 CUA LUC
灣到達鴻基島，單程只需五分鐘，終站為 BA DEO 丘陵上的娛樂中心，連接下龍之眼摩天輪。
【太陽之眼摩天輪】
：下龍灣最新引人注目的璀璨地標。超過 60 個客艙每艙可容納 6 位旅客，高度有
215 公尺，讓旅客在 200 多公尺的高空中緩慢得欣賞下龍灣的美景及鄰近地區美麗的景緻，繞行一圈
大約需要 20 分鐘。

早餐：機上套餐／午餐：蓮花庭園餐廳自助餐／晚餐：漁村海鮮中式合菜(含酒水)

住宿：西貢下龍 SAIGON HALONG HOTEL 或 皇宮大飯店 PALACE HOTEL 或 皇家蓮花大飯店
ROYAL LOTUS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2 天 下龍灣海上 VILLA 巡旅(體驗海上移動 VILLA 之旅、天井洞+小舢舨、TITOP 英雄島) ~夜
宿 VILLA
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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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勝過普
吉攀牙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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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龍灣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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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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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後自由活動，可以享受飯店內休閒設施。接近中午時候，搭車往碼頭，有專人辦理登船手續。
12.00~12.45 登船花辦迎賓～迎賓飲料、CHECK IN。
貴賓們登上珮儷肯號 PELICAN CRUISES 的同時，船長與船上服務人員已經備迎賓飲料來迎接所有的
貴賓，也藉此向貴賓們介紹這趟令人期待的海上之旅。下龍灣擁有世界級的天然奇景，行程讓您能夠
體會不同的高貴享受，體驗『船在海上走，人在畫中遊』境界。
13.15 船上享用午餐～遊船自助餐。
14.45~17.30 迷宮航道巡航、欣賞秀麗美景，天井洞+TITOP 島行程
【天井洞+小舢舨】
：安排搭乘小舢舨船，前往天井洞，您也可以選擇獨木舟，穿梭在鐘乳石島嶼間。
註 1：團費含人力船夫小費越幣 10,000。

【英雄島 TIT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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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登上英雄島 424 台階，登上最頂端的涼亭，
就是申請世界自然遺產照片的最佳取景處。
19.15 晚餐～遊船精緻套餐晚宴。
晚餐後可參加在船上夜釣活動，體會晚上釣魚樂趣或您可體驗在船上不同的活動，在海上飄泊別有一
番風味。今晚夜宿船上當然也可以欣賞滿天星星，伴隨您入睡。
自費參加：快艇巡曳+下龍灣天井洞
特別安排搭乘快艇進入 007 電影明日帝國的拍攝地，平靜無波如同內陸湖泊的海上，讓您體驗乘著舢
舨探索這碧水山影與美麗的海蝕洞，欣賞在地的原始生態，幽幽靜遊，享受悠閒的時光。
註 1：下龍灣行程若遇當時天候不佳，如：颱風、大霧等狀況影響到安全，當地政府官方管理單位管制碼頭遊船，無法出
海，餐食將改安排於岸上餐廳，並安排廣寧博物館替代行程，過夜船會改安排住宿飯店，並扣除以上費用後，退還 VILLA
船費用，敬請見諒。
註 2：以上船上時間為參考時間，需依照當天現場船上公告時間為主。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船上越式自助餐／晚餐：船上套餐
住宿：珮儷肯號 PELICAN CRUISES(鵜鶘號) 或 LA VELLA CRUISES 或 黃金號 GOLDEN
CRUISES 或 同級旅館

第 3 天 海上 VILLA 遊船～太極拳教導～驚訝洞鐘乳石洞～碼頭特產巡禮巴
亭廣場胡志明陵寢總督府一柱廟河內歌劇院(外觀) 領事館區巡禮河內

06.15 甲板上太極拳教學，活動筋骨。
早晨船上為早起的貴賓們安排戶外的太極拳教導課程，太極對我們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助意，能在山明
水秀、地靈人傑的環境中打太極還有甚麼比這兒更棒呢！貴賓們還有機會觀海上的晨曦與日出、享受
清新健康，並欣賞兩岸美景，讓徐徐涼風在您耳畔輕聲敘說美景，享受著擁抱與親吻大自然的洗禮。
07.00 輕早餐時間，提供茶飲、咖啡及麵包點心
07.45～驚訝洞是下龍灣最漂亮的石灰岩洞之一，從下船處得登上 138 階梯才到入口，這是個規模十
分龐大的石灰岩洞，洞頂上自然形成的小圓穴，高挑的洞頂、寬敞的空間，打造出渾然天成的空間，
四處投射的各色燈光，照亮的石柱石筍以及岩壁，便如藝術品一般，將巨大的溶洞妝點得有如大自然
的展演場，而洞內形形色色的鐘乳石、石筍、鐘乳石柱，展現了大自然的力量。
註：鐘乳石洞較濕滑，行走時請注意個人安全以免滑倒。

10.00 回到船上享用自助餐早午餐
11.00 抵達碼頭，船上工作人員歡送貴賓，結束海上的豪華遊程。
註 1：此行程如遇天候惡劣或當地潮汐問題，基於安全顧慮若干活動若因不可抗力而取消。
註 2：海上 VILLA 遊船行程結束，兩天一夜：船上服務小費+床頭小費+行李小費。每位貴賓需自理小費，每人約美金 10
元。

【乳膠、百貨店】：新一代乳膠除臭、吸附、負離子，遠紅外線，毛孔等功能，更易於透氣吸汗。
下午專車返回河內。
【巴亭廣場】：舉行集會和節日活動的重要場所。如果說首都河內是越南的心臟，那麼巴亭廣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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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場所。
【胡志明陵寢】(外觀)：胡志明是越南的國父，帶領著越南軍隊推翻受美軍輔助的南越政府，於 1975
年統一南北越。因此，胡志明深受越南人民的愛戴。
【總督府】(外觀)：建於西元 1906 年，原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後改胡志明主席處理國政之
處。
【一柱廟】
：李朝皇帝於西元 1049 年間所建，寺廟外觀狀如蓮花，內供奉觀世音菩薩，傳說可求神賜
子，當地許多越南婦女都會前來上香求子嗣。
【河內大劇院、領事館區巡禮】(外觀)：河內大劇院是位於越南河內的一處始建於 20 世紀初的大型劇
場建築，被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法國殖民時期的建築古跡。大劇院在設計上融合了羅馬式建築、法國式
建築，特別是法國城堡和巴黎歌劇院等各種建築風格，成為一座融貫歐陸的獨特工程。

早餐：船上早餐／午餐：船上越式自助餐／晚餐：頂泰豐川味中式合菜(含酒水)
住宿：濠景酒店 RIVERSIDE HANOI HOTEL 或 倫敦酒店 LONDON HOTEL 或 塞爾酒店 SAHUL
HOTEL 或 曼青莎拉酒店 MUONG THANH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4天

河內陸龍灣(長安湖輕舟探祕) 碧
洞、古寺還劍湖36 古街河內

【陸龍灣】：素有《陸上下龍》之稱的陸龍灣與下龍灣同樣為石灰岩地型，群山環繞、生態保養田園
風光、寧靜鄉村景色更有生生不息河水蜿蜒其中。

【寧平】
：擁有悠久歷史的重要城市，在 10~11 世紀時越南曾定都在此華閻，寧平被稱為《陸地上的
下龍灣》，它的奇特之處在於山峰的渾然天成，清朗峻峭，猶如一名素裝的少女，沒有經過任何人工
雕琢，秀麗婉約。寧平人稱它為《沒有水的下龍灣》，和下龍灣同樣是遭侵蝕的石灰岩地形，只是此
地不靠海，只見一條曲折小河蜿蜒其中，所呈現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樸實無華卻又充滿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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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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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舟恣意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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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小鐵皮舟 4 人 1 艘，小舟行進間，請勿佔立並務必穿上救生衣，每人船家小費 2 萬越盾已包含。
【碧
洞、古廟】：首先遊覽建於十世紀，丁、黎朝時期的寧平碧洞古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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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專車返回河內。
【還劍湖】(車經)：位於河內市中心舊城區，傳說 1428 年黎朝的開國者得到湖內神龜所贈的寶劍把
明朝軍隊逐走，功成後便把寶劍奉還給神龜。今天還劍湖畔是一個還湖公園，漫步其中可暫時逃離市
中心街道的污煙瘴氣。
【三十六古街】(搭乘電瓶車)：：在 11 世紀李王朝的時代，以皇帝的城邑而繁榮發展，師傅們依照職
業別而居，因有 36 個，因此取名為 36 街。經過千年的演變現在已有 76 條街，街名仍保留原有的行
業名稱，古街區裡的每條街都以「行」字冠名，如「糖行」、「金行」
、「麻行」、「扇行」等，均帶有某
種手工行業的特徵。在此千年歷史的舊街區內遊逛時，可看到多個世紀內進行的商品買賣活動至今仍
不成改變。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寧平農家羊肉料理(含酒水)／晚餐：飯店內國際自助餐
住宿：濠景酒店 RIVERSIDE HANOI HOTEL 或 倫敦大飯店 LONDON HOTEL 或 塞爾酒店
SAHUL HOTEL 或 曼青莎拉酒店 MUONG THANH HOTEL 或 同級旅館

第 5 天 河內文廟(國子監) CONG 越共咖啡還劍湖ROYAL CITY MALL
VINCOM(亞洲最大購物商城)機場高雄
【文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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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 越共咖啡】：位於還劍湖行人徒步區，知名的越南咖啡連鎖店，店內充滿 50 年代復古及文
清氣息，是當地年輕人最愛的咖啡廳，安排每人乙杯椰子冰沙咖啡或熱咖啡，你可坐在二樓戶外陽台，
欣賞河內街景及人潮熙熙攘攘，也可以到附近的冰淇淋街購買著名的冰淇淋或漫步在還劍湖畔。
還劍湖(車經)：位於河內市中心舊城區，傳說 1428 年黎朝的開國者得到湖內神龜所贈的寶劍把明朝
軍隊逐走，功成後便把寶劍奉還給神龜。今天還劍湖畔是一個還湖公園，漫步其中可暫時逃離市中心

街道的污煙瘴氣。
【ROYAL CITY MALL VINCOM】：號稱亞洲最大購物商場，被比喻為歐洲城市的縮影，是一個完美
的城市綜合體，有住宅、花園、大型賣場、大型溜冰場以及水上樂園，在這裡你可以享受現代生活，
綠地設施，加上大型的購物空間和美食廣場，即使逛上一天都還可能無法逛完。在 VINCOM 這個巨
大的購物中心哩，不但可以滿足購物的需求，又可以享受舒適的空間，在這裡逛累了還有美食廣場的
越南傳統美食的餐點可以享用和休息。
專車前往河內內排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行囊、豐盛的回憶，揮別越南首府河內，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結束此趟充滿知性與感性的北越世界遺產之旅。

早餐：飯店早餐／午餐：日式定食／晚餐：機上套餐
住宿：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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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意 事 項 ：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間，
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航空公司套
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單人報名時，若無法覓得合住的同性旅客，需補單人房差，敬請見諒。
※團體價格已經分攤 70 歲以上老人與小孩的優惠票價差，如遇上述情形恕不再退還優惠票價差額。
※以上行程順序若因特殊狀況及其他不可抗拒之現象；如天候、交通、航班、船舶影響，而有飯店、
景點、餐食順序上之調動，將依當地情況調整，絕對以最順暢之行程作為安排，敬請見諒！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27048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6.08.04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