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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 12 歲以下孩童減價$1000

9/3、9/17、9/24

每人／NT20,500 起

11/5、11/19

每人／NT20,500 起

9/10

每人／NT18,500 起

12/3、12/10、12/17

每人／NT20,500 起

10/8

每人／NT22,500 起

12/24、12/31

每人／NT21,500 起

10/22、10/29

每人／NT20,500 起

1/7、1/14

每人／NT20,500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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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 125

高雄

峴港

12:55

14:30

第五天

BL 124

峴港

高雄

08:25

11:55

■ 本團體旅遊行程每位旅客可享有免費托運行李 20 公斤
■ 1 件免費手提上機行李總重量不超過 7 公斤(單件手提行李尺寸不得超過 56cm x 36cm x 23 cm)
■ 如超過使用額度，機場櫃檯會以每公斤為基礎收取超額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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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車上推薦當地特產：越南腰果、咖啡、胡椒...等特產及越南製造之生活用品，可自由選購不強迫購買★
【餐食特色】
★『海鮮蒸籠宴吃到飽』

☆『會安古城風味料理餐』
，享受越南中部美食

☆『FAIFO 海鮮燒烤自助餐』

★『迦南島道地風味』螃蟹火鍋+農家料理吃到飽

★『巴拿山自助餐』

☆ 全程飯店兩人一室，及飯店內自助式早餐。

★ 全程中式餐食享用八菜一湯附水果及水酒 (啤酒或可樂、飯店內及自助餐不含水酒)
★ 每天車上贈送礦泉水每人一瓶，及贈送越南團體照乙張與越南傳統斗笠乙頂。
【精彩必走景點】
★ IG 打卡聖地『峴港粉紅教堂』

☆ 『越南竹籃船體驗+樂吊螃蟹趣』

☆ 獨家安排 『越式浪漫~奧黛國服體驗』

★ 獨家安排『道地越式洗頭體驗』

★ 搭乘『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單纜吊車』登上小法國仙境~BANA HILLS
☆ 全程 NO SHOPPING，不進購物站，讓您玩的開心無壓力

越南共有五處景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列為世界遺產，除了下龍灣位於北越之外，其餘四個
世界遺產都位於中越。依 UNESCO 的分類，順化皇城遺跡、會安古鎮、美山聖壇屬於「文化遺產
類」，下龍灣和風雅洞則歸為「自然遺產類」。
■【會安】◎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 像是披上鮮亮黃衣的中國小村子，鄰近還有充滿詩意的秋盤河，閒逛
古城與河畔，讓您踏著慵懶的步調感受遠離文明的樂活人生於 1999 年被世界文教組織認定為『世界文
化遺產』
■【會安古城】會安古城位於越南的中部，是 16 世紀以來華人、日本人、荷蘭人、印度人等等都來此
進行交易的繁榮港口。至今仍保有完整古建築，以「異國文化混搭」作為最佳註解。現在被列為聯合
國文化遺產，呈現當年繁榮港口的樣貌。

■【美山：占婆遺址】感受到的是一種徹底的異質文明，而這種文明和一個古老的王朝緊密的連繫在一起，而這
個王朝就是越南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占婆王朝，中國的史書曾經贊揚占婆人是“砌磚藝術大師”，觀看之後，不
得不說確實有根據於 1999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迦南島】◎體驗竹桶船之旅+樂吊螃蟹趣◎ 迦南島主要以水椰林及原生態自然風光而聞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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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迦南島後再乘上碗公船（簸箕船），在當地漁民的帶領下穿梭椰
林水道之間，觀賞美麗的秋盆河兩岸風光，感受著濃濃的鄉村休閒風。

■【峴港：細白沙灘】◎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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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5 年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為『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

■【佛手黃金橋】越南巴拿山的「黃金橋」，又稱為佛手橋。這座海拔高度超過 1400 公尺的空中步道，在
2018 年 6 月開放後，馬上在世界造成話題。黃金橋由一雙巨大的手所撐起來，巴拿山的天氣多變，橋身經常
藏身於雲霧之間，就像是橫亙山頭的一條金色緞帶一般。

■【Fantasy Park 樂園室內遊樂園】巴拿山原本就是當時法國人的避暑勝地，氣候涼爽宜人.近年來越南政府將
法國的建築形式帶到這裡來，建立起一個觀光重地重修當時法國留下的酒窖，規劃了歐洲花園。並在 2009 年建
了長達 5042 公尺,&nbsp;當時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登山纜車。擁有最新的室內遊樂設施，您可以搭乘刺激的
自由落體，或前往 5D 立體電影進行互動式的遊戲，當然還有許多適合親子的遊樂設施及攀岩運動等，一定要體
驗最長的戶外斜坡滑車，可以自由控制著滑車，悠閒著在迷宮花園中，在這裡一票到底，你可以盡情遊玩

第1天

高雄峴港峴港粉紅教堂韓江畔龍橋

集合於小港國際機場，搭乘直航航班飛往越南中部。
■【峴港市】有越南第一大港稱號的，峴港人口約 110 萬人，也是越南中部最繁榮的商業中心。由於位
置良好，港口條件佳，現今也是東南亞地區非常重要的國際港口與轉運站。峴港前身於 2~15 世紀，也
是強大的占婆王國的首都，因此在此城市中，也可看到許多占婆時期的遣跡，同時，峴港也是榮登為越
南當地人民評選出全越南最適合居住的城市第一名。
■【粉紅大教堂】◎IG 打卡聖地◎ 越南在法國殖民時期所建築的天主教堂，建於 1923 年，教堂的外牆以粉
紅色為主，該教堂也是越南中部最大的西方教堂，為歌德式的建築作品，教堂塔頂上有個公雞的風向標
誌，所以也有個公雞教堂之稱號。目前也是網紅網美最愛的拍照打卡 IG 聖地，峴港的陽光撒落在粉紅
教堂上。無論如何取景都是眾人最關注的動態照片。

■【韓江 Han River】車輛途經過建於 1997 年、2000 年啟用，橋長 201 公尺，該橋特別之處，就是此
橋樑為旋轉式橋樑（橋面可旋轉供船隻通過）
，也是越南的第一座旋轉式橋樑，這是峴港人引以為傲的橋
樑。而在這夜幕低垂，峴港市(Da Nang)點燈如星河般夜景，充滿了浪漫氣氛，也是當地情人們的遊覽
的熱門景點。
■【龍橋】◎峴港地標◎ 2003 年 3 月落成，橫跨漢江東西兩岸，全長 666 公尺，整座橋身以金龍為造型，
成為峴港最具代表性的地標，入夜後會搭配著不同顏色的燈光打在龍橋上，顯得更為漂亮，令漢江景致
更迷人。該橋於每週六、日晚間，會從橋頭有龍頭造型處噴出火艷。非常具有特色。
■ 早餐：X

■ 午餐：機上餐食

■ 晚餐：海鮮蒸籠宴吃到飽

■ 住宿：四星★★★★ 會安曼清酒店 或 BELLE MAISON HADANA 或 Hoi An Trails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2天

峴港迦南島生態之旅會安古鎮越南國服

(奧黛體驗)古鎮下午

茶+燈籠教室 DIY夜遊會安古城

■【迦南島生態之旅】◎食尚玩家推薦越南竹籃船體驗+樂吊螃蟹趣◎ 會安碼頭搭乘船隻前往對岸迦南島，迦南
島位於會安對岸，搭乘船時間約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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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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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安排讓貴客們體驗搭乘傳統竹
桶船，越南獨有的船型，當地船夫會表演出十分特別的駕船方式，讓整個行程充滿樂趣。穿越原始自然
生態風光，感受一下釣螃蟹的樂趣。
■【會安 Hoi An】◎世界文化遺產◎ 位於峴港市約 30 公里處，充滿著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古城，會安古城
於 17 世紀時東南亞的國際港，也是當地越南主要貿易港。這古老的街道，百年古厝處處顯露了這而獨
特的文化氣息，西元 1999 年的 12 月被聯合國世界文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走入古城有如一座
活生生的博物館，聚有百年以上歷史文化。
■【進記古宅 Tan Ky House】◎是會安最古老也是保留最完整的古宅之一◎ 該建築興建於 19 世紀初期，表現出
17 世紀時居住於會安的的中、日、越三大民族的文化特色融合。根據記載晉家族在 16 世紀末期淪為中
國的政治難民，因此舉家遷移到越南，而這棟商宅便花費了 8 年的時間建造，至今依然保持原始風格。
古宅的狹窄的門面是商家，內部空間狹窄，後方的小天井則直通河流，這是方便讓當時的商人在洪水氾
濫時，方便將貨品搬運到二樓之故。然而中國對越南在建築、藝術及文學上的強烈影響，在此處處可見。
■【廣肇會館 Quang Dong】建於 1786 年，此會館由廣東商人與肇州同鄉所興建的，正殿供奉關公，
入口處兩側更繪有桃園結義和關公千里送嫂的彩圖，會館內還有一座華麗的水池，用磁磚與陶瓷鑲出精
緻的九頭龍像。
■【福建會館 Phuc Kien】為族群集會所建，之後成為供奉媽祖的寺廟，在此可以看看精巧的璧飾、雕像
身上紅色及綠色的外表、中國帆船的複品。
■【日本橋】◎又稱來遠橋◎ 西元 1593 年興建，由日本人建造的木造拱橋。當時這座橋是連結日本城與中
國城。橋上有屋頂供遮蔽用，北側建有小寺廟。依據某個故事的說法，這座橋是猴年興建，狗年完成，
因此兩側出入口分別由猴子與狗守護。漫步於會安古城，民家、會館、寺廟、市場、碼頭等等不同樣式
的建築集中於古城，為中古時期象徵東方的城市提供一個最佳例證，彷彿時光倒流。欣賞十七世紀古港，

古老的街道，百年古厝處處顯露了這而獨特的文化氣息。
■【越南國服奧黛體驗】
「奧黛」
（Áo Dài）
，這美麗的名字指的就是越南的傳統國服，越南因為深受多種
文化的影響，奧黛上可以看出有中國旗袍的設計，也有西方文化的影響，上身合身、下身寬鬆，就是奧
黛的特色，親身體驗穿著奧黛，走在燈籠高掛的會安小鎮中，再一次讓您成為 FB 或 IG 好友中，大家詢
問度最高的亮點。
■【會安燈籠 DIY+下午茶】特別安排實地體驗自己動手製作燈籠的民俗技藝，並享受悠閒的下午茶。
■【夜遊會安古城】一盞盞由當地婦女巧手所糊成的燈籠，點燃古城最嫵媚的氣質，令人心動，似乎給人
一種回到古代的錯覺。古鎮內更有洋人街，聚集餐廳、酒吧及獨特風情的商家小店，伴您渡過一個緩緩
緩的南洋的夜晚。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迦南島道地風味~螃蟹火鍋+農家料理吃到飽

■ 晚餐：古鎮風味料理

■ 住宿：四星★★★★ 會安曼清酒店 或 BELLE MAISON HADANA 或 Hoi An Trails Resort & Spa 或 同級

第3天

會安美山遺址占婆雕刻博物館五行山山茶半島體驗道地
越式洗頭

■【美山聖地】◎在 1999 年 12 月被世界文教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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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7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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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婆雕刻博物館 Cham Museum】建於 1915 年。館內保存越南黃平省至平定省一帶出土的 7-15
世紀占婆石雕和陶雕，有近千件大大小小的美術精品。這些複雜雕刻的沙石文物都是從越南各個地區出
土的文物，很值得專程到峴港來參觀。展館內有一具美山占婆的復原模型，據說這間博物館的造型便是
仿用了占婆塔式的建築風格，並在外牆塗上黃色，讓其在鬧市中顯得更是顯眼。
■【五行山 Marble Mountains】◎水山登高+上下電梯◎ 欣賞越南中部秀麗的山水風景；此山乃根據五行
來排名：金、木、水 、火、土的五座山，其中以水山最大最高也最著名。水山上有不少寺廟和洞穴，昔
日占婆族佔領時期是崇拜印度神祇的聖地，如今已被改建為鎮山廟宇，同樣也保留了戰爭時的痕跡，這
些磨滅不了的歷史無時不在告誡著人們戰爭的殘酷和無情。
■【山茶半島】山茶半島在峴港中心東北約 10 公里處，海拔高位 693 米，整個半島越 60 平方公里。山
茶半島『觀山觀海』一應俱全，山上觀音像高達 67 公尺，據說是亞洲第一高，以大理石做成，肅穆非
常，旁靈應寺擺設羅漢，姿勢各異其趣！寺廟匾額、對聯都是正體中文，觀音、彌勒佛等景物，讓人會
有在台灣的錯覺.站高高的望向美麗的海岸線，會讓人有看美麗風景的明信片。
■【體驗道地越式洗頭】在越南一定要體驗一下越式洗頭，。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GODA 餐廳中越式料理

■ 晚餐：FAIFO 海鮮燒烤自助餐

■ 住宿：四星★★★★ Royal Lotus Hotel 或 GRAND VRIO CITY DANANG 或 Magnolia Hotel Da Nang 或
峴港曼青飯店 或 EDEN PLAZA HOTEL 或 SAMDI HOTEL 或 HAN RIVER HOTEL 或 同級

第4天

峴港雲霧巴拿山~BANA HILLS (神之巨手~黃金橋、亞洲最長纜車、
Fantasy Park、小火車遊靜心園+靈應寺) 峴港美溪沙灘

■【巴拿山（BaNa Hills) 】位於峴港以西 40 公里處，早期法國殖民時代中，海拔 1487 米，氣溫長年
較山下低 6℃至 8℃，清涼又舒適。早於 20 世紀初，這裏已是法國人的避暑勝地，近年當地政府將巴拿
山重新發展，打造成一個休閒度假區，在山上大興土木，不但建大佛、寺廟，還重修昔日法國人的酒窖，
闢建室內機動遊樂場及大型空中城堡度假村等，儼如一個空中樂園。乘纜車登山，路程要分兩段，第 1
段是 2009 年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單纜吊車」
，總長約 5,042 米，由設
在景區入口的 1 號纜車站出發，前往海拔 1,330 多米的 2 號 Ba Na 纜車站，全程需時約 20 分鐘。纜車
開始攀升的頭 10 分鐘，腳下盡是樹林、山澗，之後開始變得雲霧繚繞，感覺如騰雲駕霧。
■【Ba Na Hill 法國城堡】有如置身歐洲中世紀的時光中，來到這裡有如來到人間仙境，乘上纜車往外
看著一望無際的遼闊森林、茂密叢林和瀑布，縱橫溪谷其間，除了欣賞原始的生態，不時還會有白雲相
間、雲霧飄過，猶如一幅山水畫，置身於仙境般，感受與大自然美好與清新。
■【神之巨手】◎黃金橋◎ 一雙岩石巨掌橫空撐起這座金色空中步道，特殊的設計讓它立刻成了熱門景點。
這座海拔 1,400 公尺的黃金橋（Golden Bridge）是由胡志明市 T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建築事務
所一手打造，從蔥鬱山崖邊伸出的岩石巨手，布滿青苔般的設計，彷若歲月在山頭留下的痕跡。
■【Fantasy Park 樂園室內遊樂園】擁有最新的室內遊樂設施，您可以搭乘刺激的自由落體，或前往 5D
立體電影進行互動式的遊戲，當然還有許多適合親子的遊樂設施及攀岩運動等，一定要體驗最長的戶外
斜坡滑車，可以自由控制著滑車，悠閒著在迷宮花園中，在這裡一票到底，你可以盡情遊玩。
■【LUGE 滑車】從半山腰搭成 LUGE 滑車，一路滑行下來，沿著 650 公尺的跑道迅速滑下，拐過一彎
又一彎，完全自主控制車速加倍刺激！全程約 5 分鐘，讓您想一玩再玩。
■【美溪沙灘】◎原名:山水海灘◎ 探索全球六大細白沙灘之一，並素有越南黃金海岸的美稱！美麗迷人的浪
漫景色令您流漣忘返！全長約 36 公里的海岸線。1965 年越戰爆發的時候，峴港由於有著水深港寬的地
理優勢，於是便順理成章成為美軍率先登陸的地方。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巴拿山樂園自助餐

■ 晚餐：海街餐廳中越式料理

■ 住宿：四星★★★★ Royal Lotus Hotel 或 GRAND VRIO CITY DANANG 或 Magnolia Hotel Da Nang 或 峴港曼青
飯店 或 EDEN PLAZA HOTEL 或 SAMDI HOTEL 或 HAN RIVER HOTEL 或 同級

第5天

峴港高雄

早餐後，整裝行李，專車前往峴港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搭機返回溫暖的家。結束此趟充滿樂趣
的越南中部之旅
■ 早餐：飯店早餐 或 餐盒

■ 午餐：機上簡餐

■ 晚餐：X

■ 住宿：溫暖的家

A. 越南簽證：☆辦理需要 7 個工作天☆
(1) 護照影本(半年以上效期；外國護照需正本)
(2) 二吋(彩色白底)相片 2 張
★越南不接受雙重國籍，只能持 1 本護照進入越南
★《越南(觀光)免簽證國家》：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菲律賓、汶萊、
日本、韓國、挪威、芬蘭、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
除上述國家之外一律都需要辦越南簽証。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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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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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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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當地小費參考：
．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請酌量給予小費每人每天新台幣 200 元，以示鼓勵。
．房間床頭小費－越盾 20000/間/晚
．行李小費－越盾 20000/間/次
．電瓶車小費－越盾 20000/人
．陸龍灣遊船－越盾 20000 /人
．按摩小費－美金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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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