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欲航空公司航班變動，本公司保有最後變動之權力 

 

 
高雄峴港→海雲嶺→順化  

中午集合於高雄國際機場，搭乘捷星航空班機飛往越南中部第一大城【峴港】，飛機抵達後專車沿著海

岸道路北上前往越南中部曾為越南三代皇朝的【順化古都】中途經過: 

【海雲嶺】（Hai Van）由於山嶺上終年白雲繚繞，白雲、藍天、蒼海渾如一體，如海似雲，「海雲嶺」

因而得名，被稱為「越南的脊樑」，同時也是廣南峴港省和承天順化省的天然分界。美國《國家地理雜

誌》認為是「五十個人生不可錯過的旅遊勝地之一」。傍晚抵達安排享用順化古都宮廷-越式風味餐。 

註：享用古都宮廷-越式風味晚餐時，若有越南國樂及小調表演請貴賓們給予小費(自由給予不限)，以

慰勞其辛苦，感謝您！。 

 

去程 捷星航空 BL125 高雄 峴港 12:55 14:25 

回程 捷星航空 BL124 峴港 高雄 08:40 11:55 



 
 

 
機上簡餐 

 
順化宮廷宴-越式風味餐 

 
 Eldora Hotel 愛爾朵拉酒店 或同級酒店 

 

 
順化→順化皇宮(三輪車環城巡禮) →香江→天姥寺→啟定皇陵→會

安古城  

【順化皇宮】是越南的最後一個王朝【阮朝】的首都所在地（從西元 1802~1945年）。在香江的四周

盡是典雅的皇宮、寺院建築，傲然輪廓，深深透著皇者氣派，漫步在寧靜的城裡，您可感受皇城昔日

的風華樣貌。特別為您安排搭乘三輪車環城巡禮一趟。 

註：搭乘三輪車環城巡禮完畢時，請貴賓們每人給予車伕小費越盾 20000元，以慰勞其辛苦，感謝您！。 

【船遊香江】在順化一定要乘船遊覽香江欣賞兩岸的景色。香江把順化分割成兩各部份將的北岸是皇

城區和天姥寺，南岸則是充滿法式建築的新風情。 

【天姥寺】於 1601年下令建造的，位在香江邊一個小山丘上，寺院裡有一個高 21米七層的八角型的

福緣塔，七層寶塔分別代表佛祖七種不同的化身,塔內供奉著一尊鍍金的笑佛以及三尊細緻優美的佛

像。天姥寺不僅地理風水好連風景視野都是上乘之選，如今已成為順化的地標。 

【啟定皇陵】位於市區南方約 12公里，建於 1920~1931年。皇陵雖小但氣宇不凡，建築風格融合中

國及法國的特色，建築高貴、典雅；雄偉的雕龍階梯、龍形、馬形及文武百官等石像、地板鋪著彩色

的琉璃瓦、牆上有巨幅祥龍壁畫，手工精巧、極為美觀，沈浸於越南古代文化中，令人別有一番不同

的感受。 

下午專車接往: 

【會安古城】距離峴港南方 30英哩「秋盆」河畔港口城市，為 16 ~ 17世紀越南阮朝時期的重要經貿

中心，是一座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十七世紀古城，古老的街道、房屋、橋樑、會館、寺廟、市場、碼

頭- - -等等，如【日本橋】、【福建會館】、【廣肇會館】及百年古屋、中央市場…等處處顯露了獨特的古

蹟文化氣息，古色古香的氛圍，彷彿進入了時光倒流。晚餐後您可再遊覽入夜的會安古鎮，滿佈著一

盞盞由當地少女巧手所糊成的燈籠，點燃古鎮最嫵媚的氣質，令人心動。其間更有洋人街.啤酒 BAR的

風情獨特的商家小店，伴您渡過一個暖暖的南洋的夜晚。 

 

 
酒店內用 

 
中越式料理 

 
會安古城風味料理 

 
 Vinh Hung Resort & Spa永興渡假村 或同級酒店  

 



 
會安-迦南島生態之旅～搭乘桶船(竹籃船)→五行山(搭乘景觀電梯

上山)→美山聖地→峴港→山水海灘→韓江江畔(龍橋&愛情鎖公園&

龍首魚身雕像噴泉) 

【會安-迦南島生態之旅～搭乘桶船(竹籃船)+釣螃蟹】特別為您安排會安-迦南島生態之旅，您可以親

身體驗划著奇怪而獨特越南桶船(竹籃船)並參觀桶船秀,如置身於熱帶雨林神秘的亞馬遜河中，豐富的熱

帶生態之旅，等著您來探索！  

註：會安生態之旅遊覽完畢時，請貴賓們每人給予桶船船伕小費越盾 20000 元，以慰勞其辛苦，感謝

您！ 

【五行山】離峴港市區以南約 7 公里，分別被配上中國五行裡的金、木、水、火、土等五座山，其中

以水山最高，為昔日占婆族佔領時是崇拜印度神祇的聖地。下山後還能於山腳下欣賞到由當地藝術家

所創作的石雕人文風尚作品的雕刻藝術村。 

【美山聖地】在第 2到 18世紀占婆族人逐漸形成的，原有 70幾座大小的古塔，因為氣候、戰爭的摧

毀，至今只剩 20座的古塔，是中南半島三個古老民族之一，被認為是占婆建築藝術的極致之作。 

下午專車返回【峴港】前往參觀: 

【山水海灘】綿延 30公里擁有無比藍的海水，質地細緻的白沙加上不受污染破壞，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認定為『全世界六大美麗沙灘之一』。 

【韓江江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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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內用 

 
中(越)式料理 

 

SOHO 餐廳 

自助式晚餐 

 
 Nhu Minh Plaza Hotel 努明廣場酒店 或同級酒店 

 
 

 
峴港→巴拿山-黃金佛手橋-夢幻樂園(搭乘纜車上下山+山城小火車) 

→峴港→山茶半島(觀音亭) →APEC 公園→粉紅教堂  

【巴拿山城 BA NA HILLS、黃金佛手橋、百年酒窖、靈應寺、夢想樂園一票到底】     

 素有法國春天山城之美譽，位在峴港市以西 48公里，地勢優美，海拔 1487公尺，纜車長全長約 5000

公尺，20分鐘直達海拔約 1330公尺的山上。纜車剛開始攀升，腳下盡是樹林石澗溪流，身處於雲海

當中，眼前景像猶如身處仙境之中。 

【法國山城】：如置身歐洲中世紀的時光中，充滿法式風情的城堡、教堂、別墅、玫瑰花園、街道小徑



-----，來到這裡彷彿置身於仙境般的法式山城小鎮中，感受古色古香的歐風景緻與山城風光。 

【黃金佛手橋)】：剛剛開放不久就吸引了不少國內外的旅客爭相前往參觀。黃金橋總長 150 公尺，因

為這座黃金橋位於高海拔處約 1400公尺左右，所以走在橋上會有彷彿漫步在雲端的感覺。 

後搭乘山城小火車(瑞士少女峰觀光小火車-復刻版)，到殖民時期法國人在山上興建的隱蔽法國【百年

酒窖】參觀，然後沿山路而下，前往參觀建於頂峰雄偉的【靈應寺】渺緲山城中，一尊白色大佛，聳

立其間。續搭乘纜車往上攀升至世界三大室內娛樂公園【FANTASY PARK 夢想樂園】，是一個綜合娛

樂主題分三層樓包括多種室內遊戲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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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電影及各色各樣遊戲等… 在此您可盡情享受公園內

多項服務設施。在此您可盡情享受公園內多項服務設施。還有一定要體驗最長戶外斜坡「LUGE 滑車」：

從半山腰搭乘 LUGE滑車，一路滑行下來，沿著 650公尺的跑道迅速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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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杜莎夫人蠟像館(此蠟像館如需參觀，須現場另外自付入場券 VND100,000-約 US5)」。 

註 2：今日盡情玩樂巴拿法國山城樂園，為不影響旅客們旅遊信興致，今日午餐敬請於園區內自理。 

下午搭乘纜車下山後專車返回【峴港】前往: 

【山茶半島】位於峴港市東北地區，海拔約六百九十三米，保存了遼闊的原始森林與珍奇異獸。【觀音

亭】在此欣賞最漂亮的海灘之一馬蹄型的海灘。 

【APEC 公園】總面積 3000平方米，其亮點是佔地面積 752平方米的雕像花园，其中展示象徵著 21

個成員經濟體的雕像，如越南“起源”雕像作品、美國的“云船”、日本的“真理之光”、印度尼西

亚的“帆船”---等。 

【粉紅教堂】為峴港市最有歐洲特色的的天主教堂，建於 1923年法國統治時期。它以高大鐘樓上的風

向標誌為記認，又被稱作雄雞教堂，是越南中部最大的西方教堂，如糖果般的粉紅色建築幾乎成為峴

港的標誌，中世紀風格彩繪大玻璃窗與粉紅色的外觀相映成趣，鮮明可愛，如今已成為時下熱門的打

卡景點。 

 

 
酒店內用 

 
敬請自理 

 
峴港海鮮風味餐 

 
 Nhu Minh Plaza Hotel 努明廣場酒店 或同級酒店 (如上酒店介紹) 

 
 

 峴港高雄  

早餐後專車接往機場搭機飛返高雄國際機場，結束此趟中越古都之旅。 



 
酒店內用 

 
機上簡餐 

 
x x x 

 
溫暖的家 

 

 越南簽證所需資料 : 1.中華民國護照影本(六個月以上有效期)    2.兩吋彩色相片二張 

 行程自費參考項目： 

1.越式熱石按摩 90分鐘           NTD.$ 1000 (含按摩小費)   

2.越式傳統按摩 90分鐘           NTD.$  700 (含按摩小費)   

 越南當地小費參考: 

房間床頭小費  每間  / 每次    20000越盾  

行李小費      每間  / 每次    20000越盾 

會安生態之旅桶船船伕小費/每人 20000越盾  

順化三輪車環城車伕小費/每人   20000越盾 

 幣值參考: (匯率經常浮動，以下幣值僅供參考) 

1美金約 =20000越盾      

1台幣約 =  650越盾 

 費用包含： 

1.捷星太平洋航空高雄/峴港，全程來回經濟客艙 

2.行程中所列之景點、交通、門票、餐食 

3.越南觀光落地簽證費用、兩地離境機場稅 

 費用不包含： 

1.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NT$200/每人/每天，5日行程共 NT$1,000元。 

2.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3.純係私人之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電報及私人交通費。 

4.本旅遊行程報價以雙人房為住宿之安排，若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費用。 

 備註說明事項 : 

1. 成團人數： 團體人數達 6人即可成行 (6~14人不派遣領隊) 

              團體人數達 15人或以上即派遣領隊隨團服務。 

2. 團體報名截止後，若團體人未達派遣領隊之出團人數 15人，出團人數為 6 ~ 14人時雙 

   方改採以『國外個別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雙方最終權利義務之依據。 

3. 訂金及尾款繳交金額期限：團體訂金每人收取 NT 8,000 元。 

   訂金繳交期限：經服務人員確認報名後 2 天內。 

   尾款繳交期限：出團前七天或於收到說明會資料之後付清尾款 

4. 本團體包裝行程為搭乘捷星太平洋航空，機票下訂即須全額給付航空公司，故旅客繳 

   付訂金後，若有任何不參加者，皆視同放棄；恕無法退費。 

5. 捷星太平洋航空機票開立後，不論使用與否，皆無退票價值。機票亦不可更改來回 



   日期及航班、不可更改行程(航點)、不可轉讓它航或他人使用。 

6. 捷星太平洋航空旅客攜帶行李及餐食規範如下: 

   1.托運行李：來回每人僅限一件;總重不可超過 20公斤;行李長度以 100公分為限。 

    (超重或超長皆要加收費用)※提醒旅客攜帶高爾夫球具，請注意托運行李重量及長度。 

   2.手提行李：每人 1件，重量不超過 7公斤 

   3.機上餐食:機上僅有一般(葷食)餐及素食餐兩種選項，不便之處，盡請見諒！(來回須 

    訂一樣的餐食，若旅客有特殊忌食如忌牛、豬、、等，建議勿訂葷食)，若旅客有素   

    食餐需求者，請於團體出發 10天前(即開票前) 有特殊餐食需求者，告知承辨人員， 

    以便立即為您處理預定。 

   4.未滿 2歲之嬰兒,捷星太平洋航空機上恕無提供嬰兒餐點、搖籃及其它任何嬰兒用品 

    服務。請自行攜帶奶粉上飛機，機上可提供熱水服務。 

7. 證照資料繳交期限：出團日 14天前。(旅客要求護照及簽證要自理者，出發當天未帶有 

  效之護照及簽證.....等至機場，導致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需由旅 

  客自行負責。 

8. 越南政府針對 14歲以下兒童入境越南，須有父母或監護人之陪同，才能入境越南。 

9. 中南半島景點門票皆以團體優惠價作業，故無小孩及年長者優惠票，故團費無此優惠。 

10.本行程所載之護照、簽證相關規定，對象均為持中華民國護照之旅客，若旅客擁有雙 

  重國籍或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並於報名時請告知您的客服人員。 

11.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另 

  外退費，也不另行加收費用 。 

12.因機票、國外飯店、匯率等成本變動因素，售價以訂購當日之網頁售價為準。 

13.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 增 

   加餐 食本公司不另行加價，如減少餐食，將退回餐費差價，敬請見諒。 

14.東南亞地區集體遺失護照甚多，為避免發生，機票及護照旅客請自行妥善保管，最好 

  分開存放。 

15.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  

  利。 

16.本行程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將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安排做調整，造成不便 

  之處，敬請原諒。 

17.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旅遊法 

規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