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發日: 10/2.14.26                                        團費：每人/NT25,000 起 

11/7.15.23                                         團費：每人/NT25,000 起 

                                          (限定 11 月出發 8/31 前付訂早鳥優惠每人減 1000) 

12/5.21.25                                         團費：每人/NT25,000 起 

                                          (限定 12 月出發 9/30 前付訂早鳥優惠每人減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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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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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8919  高雄機場 峴港機場 15:05 16:40  

第五天 FE8920  峴港機場 高雄機場 10:50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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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峴港／最美海灣山茶半島 

【峴港】峴港人口約 100 萬，為中部最大的深水港口及商業中心。由於位置良好，港口條件佳，自古

以來就是重要的國際港口與轉運站，非常繁榮。 

【最美海灣山茶半島】距離峴港市中心 13 公里的山茶半島，由全越南最長的吊橋『順福橋』相連接，

沿途景色麗緻。過去這裡是美軍基地，山茶半島長 15 公里，最寬處 5 公里，最窄處 1 公里，最高峰

696 米，有原始林 4370 公頃，珍稀動物有爪哇猴、長尾猴、紅臉雞等等。半島上崗巒起伏，林木繁茂，

並有鳥獸出沒，已被劃為森林保護區。山茶半島上有一個沙灘叫 China Beach，素有越南黃金海岸的

美稱，美麗迷人的海灣真是令人流連忘返。 

旅遊提示: 

1.峴港/山茶半島車程約 30 分鐘 

2.山茶半島行程約 1 小時 

(早餐) X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藍夫人 US15 

住宿：ONE OPERA DANANG HOTEL 或同級 



 
第2天 會安漫遊迦南島~搭乘傳統竹桶船及樂釣螃蟹趣會安古鎮~製作傳

統燈籠 DIY~會安浪漫樂活下午茶~夜遊會安古鎮 
【迦南島】迦南島位於會安對岸，於會安碼頭搭乘船隻約 30 分鐘之船程，會安秋盆河一條發源於寮國

與越南邊境地帶橫穿越南的河流，河邊水鄉景色美不勝收。秋盆河會安這側商鋪林立；對岸也就是迦

南島還尚未開發，是一片相對原始的自然生態風光，岸上密布著水椰林、檳榔樹，島上居民大多以捕

魚及木雕維生。就讓我們體驗搭乘傳統竹桶船，穿越原始自然生態風光，及體驗樂釣螃蟹趣。 

【會安】會安古埠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 公里之秋邦河，於南中國海的出海口三角洲處，為一海岸都市。

在占婆王朝時期即為連結中國、印度、阿拉伯的貿易重鎮，十分繁榮。之後，16 ~ 17 世紀成為阮朝的

貿易中心，城內居住許多日本人，據說最多曾達上千人，隨著日本江戶幕府鎖國政策的施行，日本人

越來越少，反而是中國人增多了。較古老的城鎮都有帶點中國南部的色彩。民家、會館、寺廟、市場、

碼頭等各種建築沿著老街櫛比鱗次。 

【十七世紀的古老城鎮會安古鎮】此鎮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 公里處，為中古時代中國、印度、日本海

運交易據點，因文化彙集交流，古老建築風格一直留存至，令會安古城古樸中帶點悠閒，感覺上有點

像中國雲南的麗江。會安於西元 1999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經過廣東會館、廣肇會館、福建會館、百

年古屋、中央市場…處處顯露了獨特的文化氣息。走入古城有如瀏覽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城裡的

古蹟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彷彿置身其中，腳踩石板路，眼觀雕樑畫棟樑的樓宇，古色古香的氛圍，

彷彿進入了時光倒流。接著前往手工燈籠藝術教室，在專業老師傅的引領教導下，製作出獨一無二的

手工燈籠唷。 

【入夜的會安古鎮】一盞盞由當地婦女巧手所糊成的燈籠，點燃古鎮最嫵媚的氣質，令人心動，給人

一種似乎回到古代的錯覺。古鎮內更有洋人街、酒吧的風情獨特的商家小店，伴您渡過一個緩緩的南

洋的夜晚 

旅遊提示: 

1.會安搭船至迦南島船程約 30 分鐘 

2.迦南島體驗傳統竹桶船及樂釣螃蟹趣行程約 1 小時 

3.會安古鎮風光巡覽行程約 2 小時 

4.製作傳統燈籠 DIY 約 40 分鐘 

5.享受會安浪漫樂活下午茶約 1 小時 

6.夜遊會安古鎮約 1 小時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 螃蟹火鍋  (晚餐) TAMTAM 越式風味 US10 

住宿：HOTEL ROYAL HOI AN MGALLERY 或 SUNRISE PREMIUM RESORT HOI AN 或同級 

 

第3天 會安五行山(含電梯上山) 美山聖地占婆遺址 

【五行山】傳說有神仙住過，因此整座山都是香的，非常神奇。五行山原為海中島，多少年的變遷成

了陸地上的山。一開始名為五蘊山、五指山，西面有翰江，東面臨南中國海，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

水、木、火，金、土六座山峰（其中火山為雙峰）拔地而起，氣勢雄偉。由於風光秀麗。古人有詩寫

道：「何處景色勝五行，不遜仙境是蓬萊。山光彩石峰浴翠，古寺香霧繞雲岩。」五山之中以水山最美

最大，水山位於東北方，海拔一百零八米，山上有華嚴雲洞、華嚴石洞，靈岩洞、陵虛洞、雲通洞、

藏珠洞、雲月洞及天龍洞等。洞窟安置有佛像，常有信徒前來膜拜。山上有三台寺、慈心寺。靈應寺。

寺內供奉多尊菩薩、羅漢塑像，山上還有通天路和入地路。通過大路可以把遊客引向山頂，入地路則

把人們一直引到山腳下的海濱。 

【美山聖地】距離會安古城約 50 公里，地處直徑約二公里的山谷內，在 1898 年被一位法國考古專家



發現了用磚石頭砌成的 71 座塔寺。現有 20 座不完整，但仍保持著原始模樣。這是占婆王國用以祭祀

君主和神靈的印度教聖都，建於 4~13 世紀末，是東南亞長期連續發現的唯一建築群體。這個區域之

奇妙，在於占婆塔巧藝工匠之建塔技術、石磚雕刻藝術和審美觀。在中國史書讚揚占婆人是[砌磚藝術

大師] 磚塊大小為 31*17*5 厘米，燒製溫度硬度均勻，密密的重疊，不用灰漿，至今尚未研究出所用

的是什麼粘結劑。在 1999 年 12 月被世界文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 SOHO 自助餐 US11  (晚餐) 阿越海鮮餐廳 US10 

住宿：DA NANG GOLDEN BAY 或 MUONG THANH LUXURY HOTEL 或 GRAND TOURANE HOTEL 或 GRAND 

MERCURE DANANG 或同級 

 
第4天 峴港巴拿山搭乘纜車法國山城百年酒窖Fantasy Park 夢想樂園峴

港 
【婆納法國山城-巴拿山】搭乘纜車，於 2009 年被列為健力士記錄的全球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纜

車分為兩段；第一段需搭乘約 35 分鐘(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接著轉程第二段需搭乘約 5 分鐘，一

覽精彩的峴港美景纜車長 16545 呎，20 分鐘直達海拔 4239 呎的山上。纜車剛開始攀升，腳下盡是樹

林石澗，10 分鐘後以身處於雲海當中，眼前景像猶如身處仙境之中。法國人曾在此建立避暑區，氣候

一日四季：早晨春季、中午夏季、下午秋季、夜晚冬季。婆納有遼闊的自然林，溪泉縱橫其間，天氣晴

朗時，站在主山頂，可以看見峴港市、容橘灣、美溪海等整個寬廣空間，猶如一幅巨型山水畫。今天，

婆納－主山區已成為著名旅遊區。旅館、別墅以及其他服務如餐廳、網球場等等配套齊全。遊客上山坐

吊纜車抵達山頂，婆納之美在於仰天看不到太陽，晚上看不到星星，續參觀建於頂峰雄偉靈應寺，體會

靈性之旅，山頂享受渡假休閒之美。接著前往夢想樂園遊玩。夢想樂園是世界三大室內娛樂公園 

【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這是一個綜合娛樂主題樂園，擁有多項設施包括：音樂快車、騎樓遊戲、

侏羅紀公園、鐵軌卡車、搖擺騎馬比賽、室內靶場、小汽車比賽、探險鬼屋、3D 電影… ，好玩得讓人

流連忘返。 

旅遊提示:  

1.峴港/巴拿山車程約 50 分鐘 

2.婆納山城巴拿山纜車搭乘時間約 40 分鐘 

3.Fantasy Park 夢想樂園行程約 3 小時 

4.樂園遊玩行程及時間安排各貴賓不同，故午餐於樂園中敬請各位貴賓自理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 敬請自理  (晚餐) 宣山餐廳(龍蝦每人半隻)US20 

住宿：DA NANG GOLDEN BAY 或 MUONG THANH LUXURY HOTEL 或 GRAND TOURANE HOTEL 或 GRAND 

MERCURE DANANG 或同級 

第5天 峴港山水海灘高雄 
【山水海灘】美麗迷人的浪漫的美景令您流連忘返！這座有著陽光，美麗沙灘的度假勝地，過去越戰

期間，可是身為美軍基地的重要港口，綿延 30 公里的峴港沙灘面向南中國海，擁有無比藍的海水，質

地細緻的白沙，加上不受污染破壞，徹底擁有不受打擾的度假空間。 



最後專車前往峴港機場，最後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返回溫暖的家。 

旅遊提示:  

1.山水海灘行程約 40 分鐘  

2.峴港市區/機場約 15 分鐘車程 

 (早餐) 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午餐) 機上享用 (晚餐)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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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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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地區廁所休息站，皆賣當地藝術品或當地土特產，並非特定購物點。  

※電壓： 越南境內目前使用電壓 220V，一般家庭插座為 2 孔圓形，但因各飯店插座目前也都有提供

多用途插座，含 2 扁型)，若有需要請自備萬用插座，因台灣是使用電壓 110V，因此由台灣攜帶電器

用品，在越南境內使用請考慮適用性或攜帶變壓器。由於越南此地仍屬較晚開發，各種基礎建設均未

臻完善電力，電壓常不足，常有停電困擾，現階段各飯店都備有發電機自行發電但也常不足。(越南夏

季電力常不足，會有分區輪流限電問題，敬起鑒諒！) 

※【以下為建議服務費,敬請參考】 服務費 (以下提供需付服務費的地方,讓您參考)  

●【越南中部小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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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越式按摩師小費，每人 50,000 越盾。  

》搭乘人力三輪車遊車伕小費每人 30,000 越盾。  

》順化香江遊船服務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友誼的表示，請以紙鈔為宜(因為當

地人認為硬幣是給乞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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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福利大樓分機:6907~6910  中鋼總部分機:27040.27041   

市區中華路 07-2158999  中龍福利大樓分機:2328.2326   107.08.07 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