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峴在就去-超值峴港 粉紅教堂、巴拿山+會安古鎮五日  

  

★ 特色介紹：

 

 











 



★ 團費說明： 

團費包含： 200 萬旅行社綜合保險+20 萬意外醫療險,兩地機場稅、燃油稅、雜支操作費,含簽

證費用,團體來回機票(經濟艙) 
 

 

出發日期：2020/02/13 

★ 第 1 天 桃園機場 / 峴港機場→粉紅大教堂→APEC 大教堂車遊→五行

山(含電梯上山)→龍橋→韓江畔 

【峴港】峴港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人生必到的 50 個景點之一，並讚其為陽光地帶、現代文明與自然

的完美結合。也是世界著名的六大海灘之一，在歐美人眼中，是名氣可媲美夏威夷海灘的度假勝地，其水

天一色的海灘亦不遜於馬爾地夫，除了有無敵藍天碧海之外，還有讓你發思古之幽情的古城，以及那片都

市人久違了的寧靜！ 

【粉紅教堂】峴港市最有歐洲特色的要數這個建於 1923 年法國統治時期的天主教堂。它以高大鐘樓上的

風向標誌為記認，又被稱作雄雞教堂，係越南中部最大的西方教堂。如今成為服務於本地四千多天主教徒

的教堂，如糖果般的粉紅色建築幾乎成為峴港的標誌，鑲嵌著中世紀風格的彩色玻璃。 

 

【韓江龍橋】韓江龍橋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完工，是橫跨韓江的第二道橋樑。龍橋全長六百六十六公

尺，寬三十七點五公尺，龍身長五百六十八公尺。峴港市當地新地標。橋身安光飛利浦安裝了兩千五百餘

盞 LED 點狀光源，主要著重於龍身與龍首，並兼顧橋上的道路亮度。燈光色彩可有五段改變，用於配合

當地各種節慶活動。這座橋梁負責，打造七彩變化的風格，宛如游龍戲於水上。 

【韓江畔】夜色當夜幕降臨時，市區的夜景就成了另外一道風景線，世界十大摩天輪之一的 Sun Wheel，

每到晚上所有燈光打開，頓時流光溢彩，絢麗繽紛！而韓江橋也是峴港的象徵，為越南第一座旋轉式橋

樑。待天色漸暗，沿岸的燈光紛紛亮起，佇立河畔欣賞峴港的的夢幻夜色中，盡享悠然時光。 

【五行山】五行山原為海中島，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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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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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有靈應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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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五行山頗具靈氣，而且有許多神秘洞

穴，因而成為當地居民供奉神祇之地，也可說是這個地區的宗教聖地，吸引遊客、信徒絡繹不絕。 

如今寧靜和美麗又重新回到越南的土地上，越南的中部不僅僅是美麗自然景觀，更多的是還有一種生

活體驗，還有一種人文歷史的懷想。 

住宿：會安 ROSEMARYBOUTIQUE 或 ALLYBOUTIQUE 或 FIVITEL HOI AN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機上餐食 
中餐 O：美溪沙灘廳中越式料

理 

晚餐 O：會安 LAMOKA 餐廳

合菜 
 

 

★ 第 2 天 會安→ 漫遊迦南島搭乘傳統竹筒船及樂釣螃蟹趣→ 會安古鎮 製

作傳統燈籠 DIY 浪漫舒活下午茶→ 夜遊會安古鎮 

【迦南島－體驗竹桶船之旅+樂釣螃蟹趣】專車前往會安碼頭搭乘船隻前往對岸迦南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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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享用花蟹火鍋螃蟹，餐

後前往附有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古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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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古城（Hoi 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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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i Loi 及 Tran P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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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舒活下午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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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在專業師傅教導下，製作一個屬於您獨一無二的手工燈籠吧! 

住宿：會安 ROSEMARY BOUTIQUE 或 ALLY BOUTIQUE 或 FIVITEL HOI AN 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迦南島海鮮火鍋螃蟹

吃到飽 

晚餐 O：會安古鎮 TRAN 餐廳

中越式料理 
 

 

★ 第 3 天 會安→ 美山聖地占婆遺址→ 峴港博物館→ 最美海灣山茶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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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峴港博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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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茶半島&靈應寺】山茶半島上的靈應寺，此處有越南最高的觀音菩薩像（67 米高，直徑 35 米，

相當於 30 層的大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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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峴港 Magnolia Hotel Da Nang(白玉蘭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SOHO BUFFET 或 

FAIFO BUFFET 
晚餐 O：飯店內用合菜 

 

 

★ 第 4 天 峴港→ 巴拿山搭乘纜車→ 靜心園小火車 法國山城百年酒窖→ 

巨人黃金橋天空步道→ FANTASY PARK 夢想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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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步道-黃金橋】越南的新景點!這座名為「黃金橋」（Golden Bridge）的橋梁建於巴拿山（Ba Na 

Hills）上，於 2018 年 6 月開放，便在網路上引起熱烈的討論，「巨手托橋」的設計，令人驚嘆，黃金

橋總長約 150 公尺，黃金橋上兩隻巨大而布滿青苔的手，溫柔地捧著金色的橋身，聳立於雲霧之上，

藏身在山嵐中卻不突兀，就像已存在於此幾世紀般自然，走在橋上眺望遠山綠林，一望無際，心曠神

怡。 

住宿：峴港 Magnolia Hotel Da Nang(白玉蘭酒店)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巴拿山自助餐 晚餐 O：峴港牛鼎火鍋 
 



 

★ 第 5 天 峴港→機場 

專車前往峴港國際機場，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直飛返回溫暖的家，結束了一趟愉快及充滿回憶的旅

程 

住宿：溫暖的家或同等級旅館 

早餐 O：飯店內用 中餐 O：機上餐食 晚餐 X： 
 

 

 

航班參考: 

天數 航班 起飛時間 起飛地點 抵達時間 抵達地點 

1 JX701 07:30 桃園 09:30 中越峴港 

5 JX702 10:30 中越峴港 14:20 桃園 

 

【此航班為公告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