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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報喜、預購春節省更多

凡報名春節【歡鼠過新年系列團體】，並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供正確開票名單，並繳交

訂金完成，享有當團團費優惠折扣 ~ 名額有限要搶要快喔 !!! 

❶.歡鼠過新年、早鳥減 2000 

❷.加贈時尚設計款行李束帶 (恕不挑色)  

❸.限全程參團旅客 / 嬰兒報名 恕無提供相關優惠及贈品。 
 

 

    

 ■ 每人每席訂金 NT 10,000   ■ 簽證截件日：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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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N 587 高雄 河內 08:40 10:15 

第五天 VN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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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落於海上的珍珠～下龍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 年將下龍灣列入世界遺產目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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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形陸龍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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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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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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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號遊船 HALONG PRINCESS CRUISES】2014 年 4 月份下水，總長 60 米、寬 14 米、高 3 層、可

載客 300 人。上午開始今天的下龍灣新世界七大奇景之旅，並途經下龍灣的地標鬥雞石及驚訝洞、TITOP 英雄

島沿途欣賞下龍美景，安排船上享用越南風味海鮮自助午餐。 

  

■【女皇雙層跨海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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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DEO 丘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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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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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花春城‧河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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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心贈品】每日一瓶礦泉水、椰子一顆、團體照、萬靈油(玉桂油)、斗笠一頂。 

■【公主號遊船百匯自助餐】、【祖母私廚法越式料理】 



  

 

本行程安排住宿下龍灣兩晚五星+河內兩晚國際五星 

■【下龍灣：溫德姆傳奇酒店 WYNDHAM LEGEND HALONG HOTEL】 
■【下龍灣：諾富特酒店 NOVOTEL HALONG BAY HOTEL】 

  
■【河內：萬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ANOI】 

■【河內：72 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HANOI LANDMARK72】 

  

 

第 1 天 高雄河內鎮國寺古式按摩(約 60 分鐘) 下龍灣 

集合於高雄小港國際機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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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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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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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古式按摩(約 60 分鐘)】古式按摩是種古醫學文化之一，是僧侶修行者的醫療方法，後衍生為

按摩，皇族利用它作為強身健體和治療身體勞損方法之一。按摩者利用手肘、手掌、手指、以及全身

的穴道按摩，還會利用伸展，扭轉的方式讓人全身舒展。令身體、精神和心靈回復平衡，促進血液循

環，讓您精神和身體保持最佳狀態。 ※ 12 歲以下兒童因骨骼仍在成長階段，為避免影響，不建議參加本項

活動，將會退費 NT300。 

■ 早餐： 自理  ■ 午餐：祖母私廚餐廳~法越式料理(飲料 1 杯)   ■ 晚餐： NOVOTEL 飯店~自助式晚餐(飲料 1 杯) 

■ 住宿： 溫德姆酒店 WYNDHAM LEGEND HALONG HOTEL  或  諾富特酒店 NOVOTEL HALONG BAY HOTEL  或  

廣寧曼青飯店 MUONG THANH LUXURY QUANG NINH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2 天 
下龍灣海上公主號出海 (鐘乳石洞、TITOP 島觀景台、鬥雞島、船上海鮮自助

餐) 皇后雙層纜車太陽之眼摩天輪下龍灣 

■【下龍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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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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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號遊艇 HALONG PRINCESS CRUISES】專車前往專屬碼頭搭乘遊船出海遊覽，公主號遊船

開始啟航前往下龍灣開始今天的新世界七大奇景之旅，並路過參觀下龍灣的地標鬥雞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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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午餐安排於岸上餐廳，並安排廣寧博物館替代行程，敬請見諒。 

  ※ 公主號遊船，會因當日訂船的人數，或是船公司的調度，而將船班改由下午出航，驚訝洞與英雄島會改為下午遊玩  

    ，中午的自助餐會改為晚餐，因此纜車與摩天輪會改由早上搭乘，依當日船公司的調度為主。 

 ◆ 07:45～08:15：在碼頭登上下龍灣公主號遊船~HALONG PRICNESS CRUISE 遊船 

 ◆ 09:05～10:00：啟航前往下龍灣，開始新世界七大奇景之旅。 

  ◎《鬥雞島》穿行於峰巒疊嶂之中，海面上突出來奇形怪狀的岩石雕刻，繞過九曲十八灣，鬥雞島、

小狗石、風帆石、香爐山、天宮洞等數不勝數的風景盡收眼底。在下龍灣坐船遊覽把這宏偉風景區的

壯麗進收眼底，坐著船在島與島之間來往參觀，可以發現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形狀，像一座天然的樓

台，山石和幽暗的山洞也是有很多神話故事傳說的地方。 

 ◆ 10:00～11:00： 



◎《驚訝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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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大得驚人，展現了大自然的力量。 

 ◆ 11:00～12:30： 

◎ 《英雄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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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30～14:15：享用自助午餐並配合著傳統的越南音樂與 LIVE BAND 的音樂演唱，緩慢的駛回下龍

灣碼頭，結束今天難忘之旅。 

※建議自費※ ■【快艇巡曳+下龍灣天井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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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雙層跨海纜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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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DEO 丘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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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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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早餐   ■ 午餐：公主號遊船海鮮自助餐(飲料 1 杯)   ■ 晚餐：蟹螃火鍋餐(飲料 1 杯) 

■ 住宿：溫德姆酒店 WYNDHAM LEGEND HALONG HOTEL  或  諾富特酒店 NOVOTEL HALONG BAY HOTEL  或  

廣寧曼青飯店 MUONG THANH LUXURY QUANG NINH HOTEL  或同級旅館 

第 3 天 
下龍灣還劍湖漫遊 36 古街(電瓶車) 聖若瑟教堂河內歌劇院

(領事館區巡禮) 河內  

■【河內】舊名昇龍城，早在 1010 年時，越南的李朝即定都於此，相傳當年李朝的開國英雄李公蘊，在

擊退中國宋朝的軍隊後，決定建都於此，而當他在接近紅河平原時看到了一條飛龍騰空飛翔，所以稱這

地方為昇龍，而這塊土地命名為昇龍坡。但在法國殖民時期，法國人看到它被紅河圍繞，才更名為河內。

由於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有許多法國建築，今日的河內是一座擁有不可思議歐洲風情的國際性都市，

河內的外貌充分地融合了進步與傳統。 

■【還劍湖(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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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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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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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瑟大教堂】又名河內大教堂，是羅馬天主教河內總教區的主教座堂，位於越南河內。它建於 1886

年，新哥德式風格。 

■【河內大劇院(外觀)、領事館區巡禮(車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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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早餐   ■ 午餐：法式套餐(飲料 1 杯)   ■ 晚餐：HOME 餐廳越式風味餐(飲料一杯) 

■ 住宿：萬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ANOI  或  72 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HANOI LANDMARK72  

或同級旅館 



第 4 天 
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外觀) 總督府(外觀) 一柱廟陸龍灣

長安湖輕舟探祕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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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越南．河內，除了感受昔日的法國風情，參觀歷史古蹟外，有個地方也是絕對不

能錯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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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於西元 1906 年的法式建築，原是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後改為胡志明主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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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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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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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生態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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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寧靜的曲折小河蜿蜒其中徐徐清風而行，綠油油的原始叢林覆蓋山麓、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風

光明媚。沿河畔兩岸風景比下龍灣有勝之而無不及，讓人覺得彷彿進入深邃氛圍裡，緩緩的走進這塊世

外桃源。 

■【生態小舟探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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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小鐵皮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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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THE REED 飯店~寧平風味餐(含酒水)   ■ 晚餐：洲際飯店~自助式晚餐(飲料 1 杯) 

■ 住宿：萬豪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HANOI  或  72 洲際飯店 INTERCONTINENTAL HANOI LANDMARK72  

        或同級旅館 

第 5 天 
河內文廟CONG 越共咖啡還劍湖(車經) ROYAL CITY 

MALL VIN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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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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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亞洲最大購物型商場，被比喻為歐洲城市的縮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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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專車前往機場，揮別越南首府河內，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 早餐：飯店早餐    ■ 午餐：中式合菜(含飲料一杯)    ■ 晚餐： X  

■ 住宿：溫暖的家 

 

地點 行程名稱 行程說明 行程費用 

下龍灣 
下龍灣天井洞快艇

巡曳+小扁舟 

快艇巡曳來回＋小扁舟欣賞天井洞(行程視潮汐漲退狀況而定)其山水景色豔

麗而著名，二個水湖，由二個溶洞相聯通。若需進入湖區，遊客必須坐小排

筏穿過才能進入，怪石嶙峋，風姿奇巧，欣賞碧海連天的美景，溶洞內，好

像置身于原始森林，裡面有峭壁岩石、崖木蒼龍，峽谷中心是碧綠平靜的海

水湖，搭著排筏，欣賞沿途秀美的自然景致，隨波而流，自然風光帶來無限

的浪漫，爾而還會巧遇猴群表演飛簷走壁的能力。 

活動時間：約 40 分                     報名方式：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快艇巡曳來回＋欣賞天井洞 

特別說明：最低成行人數 10 人；船夫服務小費，每人 10,000 越幣。 

營業時間：AM10:00～PM16:00 

新台幣 

大人：500 

小孩：500 

下龍灣 

下龍灣快艇巡弋

(007+金剛 2 場

景) 

下龍灣名列世界新七大奇景，以特殊的喀斯特地形聞名，知名電影 007 系

列、金剛電影，都在下龍灣取景，由導遊帶領貴賓搭乘快艇，在群山繚繞的

山水間穿梭尋奇，並用不同的視野，探訪電影取景的地點。 

(請貴賓配合導遊的指示，全程穿著救生衣) 

活動時間：30 分                        報名方式：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快艇費用 

特別說明：最低成行人數 10 人以上。 

營業時間：09:00~16:00 

新台幣 

大人：400 

小孩：400 

     

  下龍灣  

   河內 

越式傳統腳底按摩  

按摩→讓您全身按摩舒暢快活，消除疲勞。建議支付給予按摩師小費，

USD5 

活動時間：90 分鐘                      報名方式：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腳底按摩 

特別說明：未滿 12 歲小孩，因骨骼發育尚未完全，不提供按摩服務請見

諒。 

營業時間：14:00～22:00 

：新台幣 

大人：700 

小孩不適用 

  下龍灣  

   河內 

全身按摩+ 

熱石推背 

全套式按摩（腳底，全身，推熱石，敷艾草包，小黃瓜敷臉，水果，熱薑

茶），建議支付按摩師傅小費 USD5 

活動時間：90 分鐘                      報名方式：當地跟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全套式按摩（腳底，全身，推熱石，敷艾草包，小黃瓜敷臉，水

果，熱薑茶） 

特別說明：未滿 12 歲小孩，因骨骼發育尚未完全，不提供按摩服務請見

諒。 

營業時間：14:00～22:00 

新台幣 

大人：1000 

小孩不適用 



 河內 36古

街 
電瓶車遊 36 古街 

電瓶車～遊河內 36 古街(約 30 分鐘) 

活動時間：30 分鐘                        報名方式：導遊報名 

費用包含：河內 36 古街遊 

特別說明：電瓶車遊 36 古街(每車 6~8 人) 

營業時間：AM10:00~PM20:00 

幣別：新台

幣 

大人：200 

小孩：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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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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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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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男生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者,需繳交退伍令正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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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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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本行程應付導遊(領隊)、司機服務費，每位貴賓每日新台幣 250 元 X 天數。 房間吧台上零食

及冰箱小瓶酒、飲料等取用請自行登記再至櫃台結帳。但茶包則為免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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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