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胡志明 富國島五日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目的地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第一天

VN581

高雄

胡志明

07:30

09:30

第 二天

VN1831`

胡志明

富國島

13:25

14:24

第 五天

VN1824

富國島

胡志明

11:10

12:25

第 五天

VN580

胡志明

高雄

17:50

21:50

第一天

高雄 胡志明市～古芝地道～夜遊西貢河

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越南商業大城－胡志明市．抵達後由本公司專業導遊迎接前往胡志明市小徑，參觀
聞名世界越戰遺跡－【古芝地道】
。位於胡志明市西北方 40 公里的一個地道系統，由數百條寬不及八
十公分的地下通道相連結而成，縱橫全長２５０公里俗稱越共總部．地道上下共三層,結構縱橫交
錯，中有醫院、會議場、睡眠房間、作戰房間、糧庫及軍事陷阱等設備，規劃極為完備。1968 年元
旦，越南共產黨就是使用此一地道系統，突襲當時駐西貢美國大使館、柔佛巴魯一國際機場、美國軍
事部隊、越南共和國總統府。目前地道附近仍留有坦克，直昇機及離堡等殘骸，參訪當地仍有置身越
戰的臨場感…亦可試鑽僅可容納一人的地道，親身感受戰亂之恐怖與殘酷。隨後返回胡志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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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機上空廚
午餐
古芝文化餐廳中式料理
晚餐
遊船上烤乳豬大餐
住宿 溫莎廣場 WINDSOR PLAZA 或同級

第二天

胡志明市區觀光（華人區、媽組廟）/富國島－黃昏夕陽遊(出海夜釣墨魚、小
卷+船上 BBQ)

早餐後參觀華人區，了解華人在越南的奮鬥史及生活情景．並參觀當地香火旺盛的媽祖廟．
越南第一大島~富國島 PHU QUOC ISLAND

靜謐的富國島坐落在越南的南部，以其迷人海灘和質樸的自然環境而更加聞名。
富國島素有「珍珠島」之稱，是越南最大的島嶼，其面積相當於新加坡，人口約七萬多，真正的「魚
多人少」
，海島上山巒起伏，覆蓋著茂密的熱帶叢林。因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2010 年

富國島國家公園被劃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溫暖的氣候，清新的空氣，私密度極好
的海濱沙灘，以及樸素的漁民在市場上販售的那些挑逗味蕾的生猛海鮮，都是你在越南富國島可以享
受到的輕鬆與自在。而島上留下的法國殖民地時期的文化也值得體會，或許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和諧共
存，就是越南人懂得享受慢時光的原因吧。
黃昏夕陽遊～出海夜釣(墨魚、魷魚、小卷)+BBQ

暮色降臨之際，伴著徐徐的海風，乘著海釣船，待日落西沉後，船將停泊在最佳的海釣地點。漁船漂
浮海面，搖曳著點點漁火，營造出一種浪漫奇幻的海上風光。在黃昏時刻，據說是因為此時魚兒易上
鉤，同時這時的陽光也變得溫柔很多，不過最讓人心馳神往的是黃昏下的醉人景致。船上漁夫將教授
你夜釣的密技與方法，漁船上強烈的聚光燈照射在海面上，將長長的魚線繫上魚鉤，掛上魚餌，扔進
海裡後，不時輕微拉扯魚線，當你感覺到手上的魚線有些重量時，就趕緊將魚線拉上水面，今釣上來
的魚貨立刻就能在船上分享，新鮮的來自海的滋味，只有在當下此景中才享受的到喔！同時船長及工
作人員們也將為您準備船上 BBQ，享受在海洋上漂浮著，伴著夕陽、晚風輕柔的體驗海洋的的旅程。
(在享受釣墨魚的樂趣之際，一定要穿上救生衣，做好安全措施。)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愛華餐廳燉品餐

晚餐 昏海釣船上風味餐+BBQ

住宿 Novotel Phu Quoc Resort 國際連鎖精品諾富特富國島海濱渡假村或同級

第三天

富國島～An Thoi 安泰碼頭～南島全日出海（傳統海釣、浮潛點 shadow
island、finger island）～牛奶沙灘 Bai Sao Beach～珍珠養殖場～涵寧漁
村。漁人碼頭

南島全日出海~
安泰鎮（An Thoi）的南部散落著十幾個小列島，它們被共同稱作安泰群島，屬於越南的海洋保護區。
其中有兩個最著名的浮潛地點，它們的名字頗為奇特。其中一個，由於大片的珊瑚礁使海水顏色深淺
不一，從遠處看就好像白雲投射到海中的倒影，被稱為影子島（Shadow Island）
。另一個島嶼的平面
形狀像極了翹起的大拇指，由此得名為拇指島（Finger Island）。Hon Thom(香島)是這個島群中最大
的島嶼。
牛奶沙灘 Bai Sao Beach(星灘) 沙灘之美

精彩不容錯過

富國島上數一數二的沙灘，最美、最白、最為溫婉、最具魅力的海灘，海灘的位置非常私密，需經過
羊腸小徑和雨林才能到達，整個沙灘呈半月形, 三面環山, 投在山巒的懷抱中, 星灘像是富國島的一
顆明珠, 吸引無數國內外遊客，當你置身其中，踩在乳白色的細柔細沙上，竟會有絲滑般的享受，產
生踩在絲綢上的錯覺。您可漫步享受清爽海風，游泳戲水，盡情享受光著腳丫，美美地沉浸在水清沙
幼、傳說中未被汙染的白沙灘上。
（註：星灘為富國島公共沙灘，如需租用沙灘椅需付費 2 萬越南盾，
沖淡水 2 萬越南盾、租借沙灘躺椅+陽傘 6 萬越盾、租借吊床 3 萬越南盾）
珍珠養殖場
富國島得天獨厚的氣候，養殖出高品質的珍珠，居民借鑒澳大利亞、日本等珍珠養殖技術優越的國家
運用到島上的珍珠養殖業，並將其在全島推廣。現場可以觀看珍珠的養殖、採集過程，而當地珍珠種
類豐富，顏色獨特，有白色、乳白色、黑色、粉紅色、碧綠色、藍色等，特別容易搭配多款服裝。

涵寧漁村市集‧漁人碼頭
乘著海風徐徐，來到涵寧漁村，這是一個古老又寧靜的小漁村，時而可見漁夫現捕的海鮮，新鮮的漁
品，讓整個韓寧漁村打從大清早就擠滿採買人潮，賣力的吆喝聲、開心的交談聲，涵寧漁村總是充滿
活力、洋溢生機。漁人碼頭棧道延伸到海面上，回望漁村景觀，海天一色，給人一份遺世獨立、寧靜
簡樸的感覺。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船上享用漁家風味料理

晚餐 海鮮越南風味餐 US$ 10

住宿 Novotel Phu Quoc Resort 國際連鎖精品諾富特富國島海濱渡假村或同級

第四天

渡假村內自由活動～北島國家公園生態之旅(獨木舟探秘)～胡椒園～小龍王
廟夕照(舅廟)～海岸鮮美燒烤自助餐～庭駒夜市 Dinh Cau Night Market~海
鮮大排檔漫遊

富國島~偷得浮生半日閒
早晨從睡夢中醒來，在溫暖的晨光下享用美味的早餐，之後安排漫步海灘或盡情享受酒店的免費娛樂
設施。有人說：來到富國島，就算不到哪裡去，只是呆在沙灘上，都是一種享受。這裡的海灣，風景
秀麗，海水顏色純美的藍，乾淨又富有層次感。海灘上，色彩斑斕的貝殼，鬆軟的細沙，都那麼的平
靜。靜靜的，在這裡曬曬太陽，享受燦爛的陽光溫暖柔軟的心靈。在沙灘的躺椅上吹風， 赤腳沿著
海浪的邊沿散步。
北島國家公園生態之旅(獨木舟探秘)
富國島上有山有水，山巒起伏，覆蓋著茂密的原生森林。因其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2010
年富國島國家公園被劃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島上森林植被覆蓋率極高，故而
空氣格外清新，故也被譽為富國島的"綠肺"。
胡椒園
富國島也是越南出口胡椒主要產地，供應全球大量的胡椒需求，只要踏進胡椒園，就能親身體驗到胡
椒辛辣的香氣，收割期為每年 2 到 7 月，每年產量約 400 噸。胡椒園內高約 2 公尺胡椒樹整齊排列，
加上成串結果綠色胡椒，會讓人誤以為到了萄葡園。胡椒樹種植 3 年後才結果，之後可連續採收 10
年。摘下成熟綠色果實曝曬 10 天後，就成了黑色胡椒粒，另有紅色胡椒果，摘下後須先泡水 10 天，
曬乾後去皮就是白胡椒，數量較少，價格較高。
小龍王廟(舅舅廟)
這裏有一座建於 1937 年的龍王殿及燈塔，當地人深信可以保佑漁民及水手，幾十年如一日的保佑著
水路上的人民。即使到了今天，當地人在出海前都會趕來這裡跪拜以求平安順利。登上廟最高處，遠
眺一望無際的泰國灣，有機會遇見最溫柔華麗的富國島日落，每到傍晚，漫天的紅霞遮蔽了天地，以
一種從未見過的壯麗演繹了別樣的日落之美
庭駒夜市 Dinh Cau Night Market~海鮮大排檔
在富國島，滿載新鮮海產品的漁船隨處可見，島上最出名的夜市，也是當地人吃海鮮大排檔最好的去
處。到富國島海鮮自然是不能錯過，各種叫不上名字的大魚、大蝦、貝類、海膽和琳瑯滿目的各種海
鮮擺滿了每家攤位，現烤現吃，可以一邊聊天，一邊吃些小菜開胃，哪怕只是經過，滋滋作響的燒烤
聲和濃濃的香氣都會讓人口水直流。熱帶當季水果攤也一應俱全，還可以逛逛這裡的工藝品攤位，以

及沿途的手工小店，說不定會找到便宜又好看的紀念品。
Beach House Restaurant 或
早餐

飯店內

午餐

富國島海鮮風味餐 US$ 10

晚餐 Saigon Phu Quoc 海鮮 BBQ
自助餐 US$ 15

住宿 Novotel Phu Quoc Resort 國際連鎖精品諾富特富國島海濱渡假村或同級

第五天

富國島～胡志明市～市區觀光（夢幻粉紅教堂、紅教堂、百年郵局、獨立宮）
/高雄

胡志明市～東方小巴黎
越南由於深受法國殖民地統治影響，胡志明市有着「東方巴黎」方之稱。西貢 ( Saigon ) 改名為胡
志明市，不但沒有失去昔日的法式浪漫，近年經濟得以發展後，使胡志明市更有魅力。現時，胡志明
市是越南第一大城市及河港。
新定教堂（又稱：粉紅教堂 Tan Dinh Church）
夢幻般的糖果粉紅色教堂，是胡志明市第二大天主教教堂。法國殖民越南時，所建的一間天主教教堂，
建於 1876 年，因此距離現在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而粉紅色外牆，據說是在 1957 年才漆上的，迷
人的粉紅色，加上融合羅馬、哥德、文藝復興的建築元素，讓它猶如來自童話世界的夢幻城堡，唯美
夢幻的氛圍吸引了不少新人選擇這裡作為婚紗照拍攝的場景。
聖母大教堂 (又名紅教堂 )
位於市中心西貢區，建於 1883 年，是胡志明最大的法國天主教堂。由法國人興建，屬於文藝復興時
期的風格。正面有兩個高高的尖塔，高達 40 餘米，成為這個地區的重要標誌。教堂內的裝修陳設相
當豪華講究，體現西方宗教文化對越南的影響。
中央郵局
位於聖母大教堂的隔壁看起來很像車站的建築物，其實是中央郵局。建於 19 世紀末法人統治時代，
屬於重要的文化財產。內部半圓形的拱頂極富古典氣息，很有特色，是法國殖民時期的代表建築之一。
獨立宮
佔地 12 萬平方米，最初為 1868 年法國總督的宮殿，後轉為南越政府的總統府，當時又稱為「統一
府」。1975 年 4 月 30 日，北越解放軍的戰車長驅直入，插上解放軍的旗幟，這標誌著漫長的越南內
戰終告結束。越戰結束後改稱為「統一府」，內部的設置和擺設仍保持攻入當天的樣子。
早餐

飯店內

住宿 溫短的家

午餐

PALACE 自助餐 US$ 8.5

晚餐

機上 空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