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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日【高雄直飛峴港】 

12/10、12/17 每人／NT22,500 起

12/31 每人／NT25,000 起 

2020 年 1/14 • 2/4、2/11、2/18 • 3/3、3/10、3/17、3/24 每人／NT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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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125 高雄 越南峴港 12:55 14:30 

第五天 BL124 越南峴港 高雄 08:25 11:55 

★ 搭乘捷星太平洋航空之團體機位為主，請務必詳閱下列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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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上餐點：團體票僅提供機上來回簡餐。 ※恕無提供任何素食、忌牛、兒童餐等特殊餐食※ 

 ■ 未滿 2 歲之嬰兒，機上不提供任何餐點、搖籃及其它任何嬰兒用品。 

 ■ 請旅客遵守航空公司規定，需於起飛 2 小時前報到；機場櫃檯起飛前一小時即關櫃，無法再辦理任何登機手續。 

■ 無法加價升等商務艙 

 ■ 捷星太平洋航空機票不可更改來回日期及航班、不可更改行程(航點)、不可轉讓它航或他人使用、 

    機票一經開立即不可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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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手天空步道】觀賞一覽無遺的巴拿山無敵高空美景。步道全長約 150 米，金色的天空步道上兩旁

陪襯著紫色的半邊蓮菊花，非常適合打卡與拍照的最佳景點。 

■【峴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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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溪沙灘】享受擁抱與親吻大自然的洗禮。許多中外旅客必遊的拍攝地。沙灘海岸連綿三十多公里。風景美

麗，海水清澈見底。 



  

■【迦南島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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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安古城】◎於 1999 年被世界文教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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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踏車慢遊會安農莊，並親自體驗有機農作、道地農家菜 DIY 體驗及迦南島傳統桶船生態之旅。 

 

■【巴拿山婆納法國山城】2009 年被列為健力士記錄的全球最長及最高不停站纜車，一覽婆納法國山城，一覽

精彩的峴港美景。 

■【法國城堡幻多奇樂園】真正一票到底，園內設施、斜坡登山纜車探訪歐式花園、山洞酒窖。 

  

■【香江遊船】香江，之所以得其名，是由於上游長滿了繁茂的石菖蒲，因此清澈的河水總是飄著一股淡淡幽

香。香江兩岸風光怡人，亦充滿歷史建築古色古香的氛圍，被譽為《順化的靈魂》，是至順化旅遊不容錯過的

景點。 

■【夜遊韓江】韓江為峴港主要河川，河川上件了不少設計新穎的橋梁，每當華燈初上，各橋梁的燈光照映在水

面上，凸顯出韓江夜景的旖旎風光，尤其是河畔的龍橋、愛情鎖公園、龍首魚身雕像噴泉都是遊客拍照的著名

景點。 



    

■【特別贈送】每人每天一瓶礦泉水、越南團體照乙張、越南傳統斗笠乙頂、越南咖啡一盒。 

  

■ 導遊將依當地實際狀況，做小幅度順序調整，但保證行程會全部走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 行程表中列明之住宿順序僅為先行提供給貴賓參考，請依當團行前說明會公佈之正確資料為準。 

第 1 天 
高雄峴港會安古鎮 (進記古宅、日本橋、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傳統手作

燈籠、下午茶) 

今日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越南中部第一大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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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峴港是越南南方第二大海港城市，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評為《人生必到的 50 個景點》之一。峴港擁有明媚的陽光及無敵的藍天碧海，還擁有延綿 40 公里的廣

闊海岸線，這讓峴港玳蘭灣成為世界著名的六大海灘之一和旅遊度假勝地，被歐美國家稱為《東方夏威

夷》。 

■【會安古城】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會安古城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中國人在南越定居的第一個

城市，漫步古城老街，映入眼簾的都是熟悉的漢字。明末清初之時，有五位明朝大將軍不願投降清朝，

攜家帶眷渡海在這兒安身立命。鄭和下西洋到越南時，就是停留在會安，從此帶來了華人移民。 要感受

會安古城濃厚的中國氣息，要到兩大老街，兩旁盡是已屹立了數百年的古老中式建築，建築由山牆、彩

色鴛鴦瓦蓋頂、硬木做成的柱椽、門扇、紅牆綠瓦組成深宅大院，無論是屋子的結構、佈置及傢俱，都

極富中國氣息。 

後來法國人新蓋的法式古典庭園式建築夾雜在古城之間，依著秋盤河而建，悠閒又浪漫。法式建築外形

漂亮、線條優美，外牆裝飾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頗具藝術性。 會安現今古建築的式樣、街道的佈

局，體現了中、日、越文化與建築風格的結合。既展現了中、日式建築的古樸和優雅，又融入越南人的

自然審美觀和生活情趣，人文文化傳統得到良好、完整的保存。雖然經歷了多年的戰爭，會安古城卻沒

受到破壞。幾個世紀過去了，小城依然保留著曾經的朴拙古韻。 

■【下午茶】古城的午後，是多愁的，放鬆心情讓濃濃的咖啡香、靜謐的文化氣息，心靈感受古城的獨特

魅力，輕鬆度過午後時光，拋開煩惱，享受法式的浪漫。 

■【傳統燈籠製作】在專業師傅教導下，製作一個屬於您獨一無二的手工燈籠。 

■ 早餐：敬請自理     ■ 午餐：機上餐食     ■ 晚餐：古城豐盛餐廳(含酒水) 

■ 住宿：會安帕維昂酒店 LE PAVILLON HOI AN LUXURY RESORT  或  會安百麗梅森酒店 Belle Maison Hadana Hoi 

An Resort  或  會安蹤跡度假村 HOI AN Trails Resort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峴港迦南島 (竹桶船) 天姥寺啟定皇陵香江遊船順化 



■【迦南島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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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姥寺】寺前有福緣塔於 1844 年由阮朝第三位皇帝啟定皇帝所建，塔右側有碑石閣、左側有六角

閣，塔後聖殿則供奉三寶佛。其所在位置據說為龍脈之首，不僅地理風水好連風景視野都是上乘之

選。看完皇城意猶未盡，還可以學當年的王帝。 

■【啟定皇陵】此為阮朝末二代魁儡皇帝在位時即開始替自己死後建造的安居之所，呈現法國式的建築

高貴、典雅且從皇陵的建築、設計便可以看出當代皇帝的性格。 

■【香江遊船】香江，之所以得其名，是由於上游長滿了繁茂的石菖蒲，因此清澈的河水總是飄著一股

淡淡幽香。香江兩岸風光怡人，亦充滿歷史建築古色古香的氛圍，被譽為《順化的靈魂》，是至順化旅

遊不容錯過的景點。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螃蟹火鍋+海鮮風味(含水酒)     ■ 晚餐：ROMANCE 飯店景觀餐廳(含水酒) 

■ 住宿：最佳西方青瓷宮酒店 Best Western Premier Indochine  或  帝王酒店 IMPERIAL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順化阮朝十三代皇宮(大內皇城、含三輪車) 五行山(水山登高+含上山單

程電梯) 美溪沙灘占婆博物館粉紅教堂夜遊韓江峴港 

■【順化皇城】19 世紀開始，順化就為越南阮王朝的首都，今天的順化到處可見王宮、王陵等歷史遺跡。 

阮朝十三代皇宮：王城內共分三層，最外層因為護城，寬 21 公尺高 7 公尺，周長共有 10 公里，開有十

道門，並有護城河圍繞，城內有龐大的宮殿、內有午門、太和殿、寺廟及花園、橋樑等古建築群體。阮

朝開國君王於 1804 年始建，費時 30 年完工，為 1802 年至 1945 年阮朝之皇都，此地就像中國的北京

紫禁城有異曲同工之妙。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 1994 年認定紫禁城為世界文化遺產，肯定其觀光價值，

此處所有古蹟上的題字都是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字，可見昔時順化受中國殖民之深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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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峴港以東七

公里處，西面有寒江，東面臨南中國海，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金、木、水，火、土五座山峰，拔地而

起，氣勢雄偉。 

■【美溪沙灘】享受擁抱與親吻大自然的洗禮。許多中外旅客必遊的拍攝地。沙灘海岸連綿三十多公里。

風景美麗，海水清澈見底。 

■【占婆雕刻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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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教堂】又稱峴港大教堂、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為法國殖民時期在峴港所興建的天主教堂，屬哥德



式建築。教堂規模不大，特別的是外觀為教堂建築很少使用淡粉紅色，讓人一看到心都年輕起來，爭相

擺出各種姿勢拍出最青春最美的身影。無論何時到教堂，總是有來自各地的觀光客與教堂拍照合影，相

當熱鬧。 

■【夜遊韓江】韓江為峴港主要河川，河川上件了不少設計新穎的橋梁，每當華燈初上，各橋梁的燈光照

映在水面上，凸顯出韓江夜景的旖旎風光，尤其是河畔的龍橋、愛情鎖公園、龍首魚身雕像噴泉都是遊

客拍照的著名景點。 

■ 早餐：飯店早餐     

■ 富聖中越式餐(含酒水)  ■ 晚餐：無敵海鮮塔+百匯自助餐 或 五星飯店 BBQ 自助晚餐(不含酒水) 

■ 住宿：鑽石套房酒店 Zen Diamond Suites Hotel  或  皇家蓮花酒店 Royal Lotus HOTEL  或  峴港百麗梅森酒店 

Belle Maison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峴港巴拿山(纜車來回) 靜心園(小火車) 佛手天空步道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靈應寺峴港 

■【巴拿山】離峴港市約 45 公里處，地勢優美，素有《法國春天山城》之美譽。在此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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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下盡是樹林石澗溪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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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渡

假休閒之美。 

■【靜心園】殖民時期法國人在山上興建的隱蔽法國百年酒窖參觀。 

■【佛手天空步道】觀賞一覽無遺的巴拿山無敵高空美景。步道全長約 150 米，金色的天空步道上兩旁

陪襯著紫色的半邊蓮菊花，非常適合打卡與拍照的最佳景點。 

■【FANTASY PARK 夢想公園】綜合娛樂主題分文三層樓包括多種室內遊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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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水池(自費如：3D,4D,5D

電影、鬼屋、投幣遊戲等及各色各樣遊戲等)在此，您可盡情享受公園內各項服務設施。 

■【靈應寺】此處有越南最高的觀音菩薩像。雕像靠在山腰，面對大海。在觀音佛中間還有釋迦摩尼佛的

像高為 2 米，成為佛中有佛。據說也是亞洲第一高，佛像以大理石做成，肅穆非常，靈應寺旁擺設羅漢，

姿勢各異其趣！從仙灘前往山茶半島 4 公里，遊客可以見到一棵很稀奇的大樹，這棵榕樹，當地人取名

百年大樹，其實已經有千年的歷史了。此樹一看您會認為有百棵樹長在一起，但其實是一棵大樹所形成，

夏天時是當地人避暑的最佳處，參過過的遊客也另外取了個名叫孫子滿堂樹，這也是人類的渴望，年年

有餘，興隆，滿足。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巴拿山樂園自助餐     ■ 晚餐：華邸私宅主廚料理(含水酒) 



■ 住宿：鑽石套房酒店 Zen Diamond Suites Hotel  或  皇家蓮花酒店 Royal Lotus HOTEL  或  峴港百麗梅森酒店 

Belle Maison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峴港高雄 

早餐後，稍事休息，續專車接往機場搭機返台。 

■ 早餐：飯店內享用或餐盒     ■ 午餐：機上簡餐     ■ 晚餐：  X   

■ 住宿：溫暖的家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中越 

(峴港、會

安) 

SPA 精油按摩 

按摩→讓您全身按摩舒暢快活，消除疲勞。請支付給予按摩師小費。 

活動時間：約 90 分                 報名方式：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SPA 精油按摩 

特別說明：參加贈送下午茶 

營業時間：14:00 ～22:00 

幣別：新台幣 

大人：1,000 

小孩：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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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小費：越南當地有習慣性收取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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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行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自費活動小費：越式按摩師小費，每人 50,000~70,000 越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