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竹直飛河內】越有趣~北越雙龍灣河內五星五日下龍灣 7 小

時游船.陸龍灣長安生態.河內越式料理吃到飽五星下午茶-

HAN05QH9D01A  

◎ 出發日期：  2019 年 12 月 01 日 (日) 5 天 4 夜  

◎ 抵台日期：  2019 年 12 月 05 日 (四)  

◎ 報名截止：  2019 年 11 月 15 日 (五)  

◎ 旅遊國家：  越南  

◎ 旅遊城市：  河內  

◎ 每人訂金：  NT$10,000  
  

  

  

 

◎ 出境機場：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 主要特點：  

首頁)古文明/(國外)地球紀行/(國外)特別推薦/(國外)

超值行程/人文景觀/文化懷古/自然生態/城市巡禮/

獎勵旅遊/親子旅遊/(首頁)文化知性/自然景觀/歷史

古蹟/購物  

◎ 團費說明 :  

(全程)  

包含項目：含團險,含簽證費用,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不含小費,不含行李小費,不含北高來回接

駁  
 

 

可報名人數 :  19  

◎ 大          人 :  NT$19,300  

◎ 小 孩 佔 床 :  NT$19,300  

◎ 小孩不佔床 :  NT$17,300  

◎ 加          床 :  NT$19,300  

◎ 嬰          兒 :  NT$4,500  

◎ 指定單人房 :  NT$23,300  
 

 

 

  

============  
 優惠方案  ===================================================================  

 

 

 
 

 

  

 

  

============  
 行程特色  ===================================================================  

 

 



 

 

 

 



 

 

 

【飯店簡介】飯店簡介採隨機介紹,如要指定請洽本公司業務員 

河內精品飯店: 

NEW ERA—新時代酒店 

SUNNY3—陽光 3 酒店 

Sunrise Hanoi Hotel-河內日出酒店 

Gallant Hotel Hanoi-豪門飯店 

First Eden Hotel-第一伊甸園飯店 

★河內~~RIVERSIDE HANOI HOTEL 精品酒店 



 

 

 

下龍灣精品星飯店 : 

HALONG NEW DAY—下龍新日飯店 

SEA STAR HALONG—下龍海洋之星酒店 

AU LAC HA LONG—下龍歐樂飯店 

★下龍灣~NEW STAR 精品酒店 

 

 

河內升等一晚五星 : 

WYNDHAM GARDEN—溫德姆花園酒店 

CROWNE PLAZA HOTEL—皇冠假日酒店 

GRAND VISTA HOTEL—新開幕格蘭維斯塔酒店 

 

 
  

============  
 航班參考  ===================================================================  

 

 

 序  天數  航空公司  班機  起飛地  起飛時間  抵達地  抵達時間   



1  第 1 天  越竹航空  QH511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0:55  河內  22:30  

1  第 1 天  越竹航空  QH511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1:20  河內  22:55  

1  第 5 天  越竹航空  QH510  河內  16:45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20:20  

1  第 5 天  越竹航空  QH510  河內  16:20  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19:55  
   

============  
 行程內容  ===================================================================  

 

 

 

  
DAY1 

桃園國際機場／河內→接機前往酒店休息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往越南河內國際機場，準備展開新的旅程。 

【首都河內】河內 Ha noi 位置於紅河三角洲，是一座具有千年歷史的古城，越南傳統文化的搖籃，紅河

為越南李、陳、後黎諸封建王朝的京城，被譽為《千年文物之地》，於法國殖民統治年代時期為《法屬印

度支那聯邦》總督府所在地。於 1945 年越南 《八月革命》勝利後，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 年改名越南

社會主義共和國》定都於此。河內擁有風光綺麗，及有亞熱帶城市的特色。  
 

 
 

住宿 :  河內精品: RIVERSIDE HANOI—河景大飯店或 NEW ERA—新時代酒店或 SUNNY3—陽光 3

酒店 Sunrise Hanoi Hotel-河內日出酒店 或 Gallant Hotel Hanoi-豪門飯店 或 First Eden H

otel-第一伊甸園飯店或同級  
 

 
 

早餐 :  無  

 
 

午餐 :  無  

 
 

晚餐 :  機上  
   

 

 

 

  
DAY2 

河內→長安生態保護區~小舟探秘~世界七大奇景下龍灣  

  

 

【長安生態保護區的遊船體驗】 

由船伕划著小舟，隨著溪水往上游逆水行舟，沿途的溪旁水草、石灰岩奇景，兩岸風光寧靜，偶見小屋，

遺世獨立，水波不興，令人頗有置身世外桃源。隨著季節的變化，產生不同的迷人景觀，小舟經過高聳的

峽谷、也穿過自然的岩洞之後，再順著原路順水返回，行舟其間，風光明媚，讓您更接近大自然的美景風

光。 

註：小舟行進間，請勿佔立並務必穿上救生衣，每人需自付船家小費 2 萬越盾。 

 

【下龍灣 Halong bay 】由寧平專車《車程約４小時》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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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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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NEW STAR HALONG—下龍灣新星酒店或 HALONG NEW DAY—下龍新日飯店或 SEA ST

AR HALONG—下龍海洋之星酒店或 AU LAC HA LONG—下龍歐樂飯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  

 
 

午餐 :  寧平風味餐 (含酒水) $5  

 
 

晚餐 :  飯店餐廳 ~中式料理 (含酒水) $8  
   

 

 



 

  

DAY3 

下龍灣→下龍灣遊船(7 小時)→鐘乳石驚訝洞、天堂島、鬥雞石(途經)、傳統水上木

偶~特產巡禮:乳膠.百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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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訝洞 Hang Sung Sot 】: 此佔地約有 10,000 平方公尺的大型石灰岩洞，而洞內形形色色 的鐘乳石、

石筍、鐘乳石柱，數量驚人，展現了大自然堅定的力量，也是下龍灣最漂亮的石灰岩洞之一。是下龍灣眾

多天然形成的地形奇觀中，參觀設施最完善、也最受觀光客歡迎之處。 

展開內海遊船探險之旅，午餐安排在船上享用，途中您也可自行向海灣漁民購買新鮮海產，一邊欣賞美

景、一邊享受美味海鮮、別有一番風味！ 

沿途風景航行下龍灣通過─龍島、猴島、龜島、蟾島、鬥雞島、象島。在下龍灣坐船遊覽可以把這宏偉風

景區的壯麗進收眼底，坐著船在島與島之間來往參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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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島】這個美麗的小島擁有一彎漂亮的月芽狀沙灘，島上的制高點有一涼亭，您可以拾階而上，登上

觀景台從這裡俯瞰下龍灣的景象，正是越南公路上，下龍灣廣告的取景處。這裡是您府瞰世界七大奇景～

下龍灣絕佳之處，此時美景盡在您的眼簾。 

 

【水上木偶劇】：水上木偶劇，是越南最具特色的傳統民間舞台戲，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木偶戲，它稀

奇的地方，就在於木偶戲於水池面上演出，自越南李朝時期開始出現的藝術表演，源自於湖泊、池塘遍布

的紅河三角洲一帶，當時據說是一種向皇帝祝壽的藝術禮儀，後來逐漸流傳民間、從北越傳到全國，十八

世紀達到全盛時期，並且以多樣化的劇目吸引觀眾，風靡全越。木偶戲象徵著童年、歡樂與傳統文化；隨

著觀光業的興盛，越南獨具特色的水上木偶戲，得以視為國寶耀眼的展現於觀光客的面前，一齣齣扣人心

弦的劇目，獨特的表演方式，在在顯示其與眾不同的魅力，是遊客暢遊越南的首選節目。 

備註：下龍灣日遊船整體行程大約 6-7 小時。 

※船隻停靠碼頭，上下岸時請注意個人安全。 

※因為北越屬於觀光剛起步的落後國家，遊船上餐食菜色及口味，無法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提並論，敬請

各位貴賓見諒！  
 

  

住宿 :  NEW STAR HALONG—下龍灣新星酒店或 HALONG NEW DAY—下龍新日飯店或 SEA ST

AR HALONG—下龍海洋之星酒店或 AU LAC HA LONG—下龍歐樂飯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  

 
 

午餐 :  下龍灣船上海鮮餐(每人一隻花蟹) (含酒水) $6  

 
 

晚餐 :  THQ 餐廳 (越式海鮮) (含水酒) $6  
   

 

 

   

DAY4 

下龍灣→高速公路~河内~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總督府、河內五星級飯店下午茶

~胡志明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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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亭廣場】如果說首都河內是越南的心臟， 那麼巴亭廣場可以說是河內的心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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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的場所。 

【總督府】又名《主席府》建於 1906 年的黃色法式建築，原是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為胡志明主

席處理國政之處。《註：外面欣賞，不入內》。下午前往五星酒店下午茶  
 

  

住宿 :  升等河內 5 星:GRAND VISTA HOTEL—新開幕格蘭維斯塔酒店或 WYNDHAM GARDEN—

溫德姆花園酒店或 CROWNE PLAZA HOTEL—皇冠假日酒店或同級  
 

 
 

早餐 :  飯店  

 
 

午餐 :  中越式合菜$6  

 
 

晚餐 :  NGON VILLA 單點吃到飽 $15  
    

 

  
DAY5 

河內~文廟、一柱廟、還劍湖 36 古街、河內壁畫街→河內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一柱廟】此祠廟建在一根柱子之上，造型獨特，外型雖小，但卻是越南的代表古剎，而寺廟立在蓮花池

中的優雅姿態，已成為河內的一個象徵。此祠廟 由李朝皇帝於 1049 年所建，傳說中李朝皇帝因膝下無

子，便求神賜子，某夜他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一子賜予他，不久后，他果然得一子，因

此，他興建此廟供奉觀世音菩薩，感謝神恩。 

進入越南寺廟內規定禁穿(短褲、露肩及低於膝蓋以上裙子入內參觀)請依規定穿著，敬請鑒諒！ 

及還劍湖 36 古街、河內壁畫街 

河內有幾個景點規定旅客不能穿短褲、短裙、無袖的衣服，需穿長褲才能進入，如下：1.巴亭廣場、胡志

明陵寢、主席府 2.胡志明故居 3.一柱廟 4.西湖-鎮國寺 5.文廟  
 

 
 

早餐 :  飯店  

 
 

午餐 :  英豪餐廳~中式料理 (含酒水)  

 
 

晚餐 :  機上  
   

 

  

============  
 出團備註  ===================================================================  

 

 

 

本行程包含落地簽專案(出團前 10 日需繳交護照正本及近期之彩色相片 2 吋兩張。)如需自行辦理越

南簽證將不退費 

如需自行辦理越南簽證將不退費 ★★以下團體注意事項，本公司確已達善告之義務，請貴賓們於報

名繳付訂金前，仔細詳閱，以免造成雙方無謂之糾紛★★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利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

局公佈之『國外團體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本公司全面為您投保 500 萬的意外險、20 萬的醫療險，更貼心為您投保「海外 SOS 緊急救援」

系統，讓您旅遊越南更安心。 

「海外 SOS 緊急救援」系統之啟用，需依「海外 SOS 緊急救援」系統單位之認可啟動。 

★如於外站參團，並未全程與團體從台灣出發來回之旅客，因不符合台灣保險之規定，未能享有保

 



險理賠之權益，特此告知，敬請自行於出發地投保旅遊平安險簽證說明及護照說明 如需自行辦理越

南簽證將不退費 

※護照影本：護照效期需以返國當日起 6 個月以上效期 

※照片兩張《彩色白底兩吋，請於背面寫上名字》 

※工作天數 6 天，《不含例假日及所需工作天要 6 天》 

※持以下國家的護照可免辦越簽：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日本、韓國、瑞典、

芬蘭、丹麥、挪威、英國、德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除此之外一律都要辦越簽。 

《越簽處隨時會有所調整，恕不另外通知》※持有雙重國籍護照，請帶２本護照出國。 

因越南不承認雙重國籍，進出台灣與越南全部都要使用同一本護照，強烈建議凡持多國護照之旅

客，請一律以單一護照出入境台灣及越南；否則入境越南或遭遣返，概由旅客負全責。 

★本優惠行程僅適用本國人《持中華民國護照》參團有效；凡持中華民國駐外使館所核發之「中華

民國護照」 或 非本國籍人士 或 越南當地人士《含越南新娘》不接受參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宗教人士及宗教團體，審核正式入越簽證較嚴格，如具有上述身份請先告

知客服人員為您詢問。◆若持外國護照每人皆須加收ＮＴ1500 機票注意事項: 

★成團人數：10-15 人以上成團,如滿 16 人以上並派遣隨團服務人員。 

★團體機位訂金及機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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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因個人因素無法成行，已繳付之團體訂金恕無法退還。》及《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

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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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計脫隊加收費用 。 

※台灣出發航班行李規定，一般每人以拖運一件且不超過 20 公斤為原則，若超重時旅客須自行負

擔超重費用，詳細費用依各航空公司規定為準。 

※由於團體機位座位安排統一由航空公司以姓氏之英文字母順序排定，可能造成您與同行之親友座

位不相連之情況，請您支持與諒解。行程注意 ※本公司保留因當地氣候、交通、航班、罷工、訂房

狀況或其他因素而針對景點、餐食、住宿或其他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 

★注意事項：此行程 如有中途停車之休息站，因衛生條件較優於其他一般地區，停車目的僅為讓客

人上洗手間與司機休息之用，因此不列為「購物點」 

★旅客自費參加任何水上活動，自身安全敬請自行負責，本公司不負任何法律與民事之責任，不便

之處敬請見諒！ 

★出海遊船如遇天災：例如颱風或其它不可抗拒之因素，則改走鴻基島上遊行程(含午餐)，且退其差

價，這實屬業者無法控制的天災，本公司僅能按定型化契約第 31 條協助處理，敬請配合。 

***以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等考量，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

賓，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方接受報名，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為了保證內地水路交通安全，以及維護客人在下龍灣旅遊的安全，下龍市委員會有以下的指令：為

保護客人的安全：在遊船開動時嚴禁客人站立、行走、或坐於船頭、陽台、甲板上 (過夜船客人可

以於 6.00pm ~ 6.30 am 船停泊時到船頭、甲板、陽台上活動)，如果違規將嚴格處罰，若被發現不

符合安全規定者將強制停止活動。 

★河內新規定 河內的以下幾個景點，自(2017/7/15)起規定客人不能穿短褲、短裙、無袖的衣服, 要

穿長褲才給進去。 



1.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主席府 2.胡志明故居 3.一柱廟 4.西湖-鎮國寺 5.文廟 

2.車型大小會依照團體人數來安排，請注意！車輛:9 人以下以 8~13 座車為主(中文司機兼導遊)10~

14 人以下以 20 座車為主(司機+中文導遊)15 人以上已 28~45 座車為主(司機+中文導遊)如有不足

一切依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 

餐廳及餐食注意事項: 

※飛機上有特殊餐食(如不吃牛肉)或需求者，請最少於出發前五工作天（不含國定假日）通知承辨

人員，以便立即為您服務處理，並以實際回覆為準。因此若有特殊餐食者（例如素食），菜色會較

正常餐食少及簡單，建議旅客可備素食泡麵或罐頭以備不時之需。 

※旅遊本為增廣見聞與體驗和平日不同之生活經驗，東南亞各國餐食、住宿、水質、交通、氣候、

巴士、風俗依各國觀光發展程度各有不同。建議各位旅客報名前適時瞭解當地狀況並入境隨俗，避

免與期待認知產生極大之誤差。 

◆本行程之用餐餐廳，將視餐廳公休日而國外略有調動，用餐時間依實際行程導遊之安排做調整，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1.團體餐食為 7 或 8 菜一湯，如 8~10 人合菜 6 或 7 菜 1 湯為主，一切依當地旅行社安排為主 

飯店分房注意事項: 

【飯店簡介】飯店簡介採隨機介紹,如要指定請洽本公司業務員,※住宿飯店以行程表上安排為優先確

認，如遇旺季(如農曆過年、端午節、元旦…等等)或滿房將以同級飯店確認。如指定飯店則需另外加

價。 

★團體行程是 2 人住一房,報名人數若為單數時，可處理加床或與同性別之領隊【或同行其他旅客】

同房住宿，或繳交「單人房差」住一間 

※旅客需求一大床或二小床、高或低樓層、吸煙或禁煙房、非邊間或連通房等等特殊需求，在不升

等房型且不增加售價之前提下，且最終之情況需於飯店現場辦理入住時使得確認，尚祈鑒諒。 

※團體房並無「三或四人房型」，旅客若選擇加床，全球飯店幾乎都以統一型式之折疊床為主(行軍

床）或下拉床或沙發床，且每間房基於房型與消防安全為由，最多僅能加一張床。 

★住宿飯店及順序以國外旅行社確認為主，不得指定入住順序。★費用不包含：應付小費每人每日

新台幣 200 元給予領隊，由領隊統籌付給當地的導遊及司機。 

【附註】若遇團體人數不足不派領隊，在導遊需兼領隊業務情形下，每位貴賓仍需支付導遊每天新

台幣２００元小費。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付費之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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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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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行理李小費大約以一件行李計。 

住宿遊船上小費每人約美金 USD 10 元. 陸龍灣三谷遊船，船伕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下龍灣遊

船，船家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越式按摩師小費，每人 70,000 越盾。 36 古街電瓶車小費每人 2

0,000 越盾。下龍灣天井洞及小舟船伕小費每人 20,000 越盾。 

★外站自費以導遊公佈為主，請各位貴賓視需求自行報名。如行程內容有含自費項目則可不於理會 

( 北越 ) 自費行程售價總表  

（以上報價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STT 項目 單位 
售價 

備註 
TWD 

1 
河內 - 腳底 + 全身按摩 ( 熱石按摩 ) 

Massa ha noi ( da nong) 90 phut 
90 分鐘 1000 已含車資 

2 河內 - 電瓶車 Xe dien 35 分鐘 200 已含小費 

3 河內古街下午茶 Trà chiều 40 分鐘 195 品嘗越式冰淇淋咖啡下午茶 

4 
下龍灣 - 腳底 + 全身按摩 ( 熱石按摩 ) 

Massa ha long 100 phut 
100 分鐘 1000 已含車資 

5 
下龍灣 - 腳底 + 全身按摩 （傳統按摩） 

Massa ha long 90 phut 
90 分鐘 700 已含車資 

6 
下龍灣 - 腳底 + 全身按摩 （傳統按摩） 

Massa ha long 60 phut 
60 分鐘 500 已含車資 

7 
下龍灣 - 快艇巡曳+ 小舟遊覽天井洞 

Ca no xuong 40 phut 
40 分鐘 500 12 人/一艘小舟 

8 
下龍灣 - 下龍灣女皇雙層纜車+下龍之眼摩天輪 

Cáp treo Hạ long +vòng quay mặt trời 
x 800 已含車資 

9 
鴻基島傳統市場+下午茶 

Hòn Gai + Trà chiều 
90 分鐘 300 已含車資小費 

10 
鴻基島傳統市場+廣寧博物館 

Hòn Gai + Bảo tàng Quảng Ninh 
90 分鐘 300 已含車資小費 

11 

自費行程套裝 

河內按摩(90 分),下龍灣按摩(90 分), 

鴻基島傳統市場+廣寧博物館 

下龍灣 - 快艇巡曳(40 分),河內電瓶車(35 分) 

Tron goi 5 Mon Tang tra chieu 

x 2,400 已含小費 +送越式冰淇淋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