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號

成人

小童 (不佔床)

小童 (佔床)

單人房

指定自費

導遊服務費

YNJ8

199

199

299

+370

270

80 (大小同價)

2017 年 1 月 5 日起
星期四抵達河內

上列費用均以美元每位計算。團費不含河內 暹粒的機票（$290 起 /人）
‧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小童費用適用於 2 至 17 歲小孩，不佔床小童須與兩成人同房。不佔床小童不含早餐。

行程特色：
◆ 世界自然遺產、世界七大奇
景—下龍灣
◆ 東南亞最大的內陸淡水湖—
洞里薩湖遊船
◆ 越南國寶級民間藝術—水上
木偶戲
◆ 電影《古墓麗影》拍攝地—
塔普倫廟
◆ 吳哥古跡中最大、保存得最
好、知名度最高的建築—小
吳哥
◆ 安排享用地道風味餐：越南
雞肉河粉，越南春捲，清蒸
雞肉蓮子，幹鹽瀨尿蝦 、高
棉特色餐，柬埔寨風味

1

河內

抵達河內後由專業導遊熱情迎接並送往酒店休
息。（免費接機時段: 3:00pm-5:00pm）
酒店 : Best Western Muongthanh Hotel 或同级

2

河內 — 下龍灣

早餐後遊覽【巴停廣場】—1945 年越南「八月
革命」勝利後胡志明主席就是在此宣佈越南民
主共和國成立的。從此之後廣場成為越南的政
治中心、是河內的心臟。瞻仰【胡志明陵】，
參觀【主席府】、高腳木屋、獨柱廟、【胡志
明博物館】後遊覽【還劍湖】， 這裡四周樹木
蒼翠，湖水清澈如鏡。湖中有河內標誌龜塔。
隨後乘車前往美麗的下龍灣。
(早/午/晚餐)
酒店 : Saigon Halong Hotel 或同级

3

下龍灣

早餐後 乘坐豪華雙層遊船出海參觀世界第七大
景觀、世界自然遺產【下龍灣】(指定自費)。
在這片廣泛的海域上散佈著 1000 多座石灰岩質
的天然島嶼，象散落在海上的星星，蔚成海上
石林之奇景—鬥雞石、頂香爐、貓頭山、狗狼
石頭、溶洞。（配套特送兩個小時遊船往天堂
情人島~觀光下龍灣最美麗的山水美麗風景）。
船靠岸後獨家安排客人免費品嘗下午茶贈送每
人一杯咖啡+法式麵包+煎土雞蛋。隨後參觀下
龍灣著名生產的珍珠。晚上觀看越南國粹水上
木偶及越南少數民族歌舞表演 (指定自費)。
(早/午/晚餐)
酒店 : Saigon Halong Hotel 或同级

4

下龍灣 — 河內

早餐後返回河內。中途參觀【越南國家地質礦
產博物館】。下午遊覽【鎮國寺】及【國家劇
院】。乘坐越南著名的人力三輪車觀光 36 條古
街 (指定自費) ，每一條狹窄的街道均已當年交
易的商品來命名，如米街、絲街等等，共有 36
條。除可自由選購紀念品外，更可瞭解當地的
風俗民情。
(早/午/晚餐)
酒店 : Best Western Muongthanh Hotel 或同级

5

河內  暹粒 (不含機票)

送機前往機場飛往暹粒。抵達後享用晚餐及 入
住酒店。(巴士會在 8:00am 開車，約 9:00am 抵
達河內機場，請訂 11:00am 以後起飛前往柬埔
寨的航班)
(早/晚餐)
酒店 : Royal Empire Hotel 或同级

6

暹粒

整天遊覽「世界文化遺產」【吳哥窟】(指定自
費)。【大吳哥城】又稱通王城，是吳哥王朝的
首都，東南亞歷史上最宏偉的都城，鼎盛時人

抵達河內日期

2017 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5, 12, 19
9, 16, 23
2, 9, 16, 23
6, 13, 20
4, 11, 18, 25
8, 15, 22, 29
6, 13, 20, 27
3, 10, 17, 24
7, 14, 21, 28
5, 12, 19, 26
2, 16, 23, 30
7, 14, 21, 28

口達上百萬。【巴戎廟】(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由 54 座大大小小寶塔構成一座大寶塔的。【空
中花園】+【巴本宮】+【鬥象臺】(約 20 分鐘)
乃古時皇帝挑選座騎的地方。【12 生肖塔】(約
5 分鐘) 乃古時走鋼索賣藝表演的地方。【古代
法院】(約 5 分鐘) 內有古時判官及麻瘋王雕刻
建築。【周薩神廟】(約 10 分鐘) 現存 9 座單體
建築中除西塔門保存較好之外，其他尚在維
修。【塔普倫廟】(約 15 分鐘) —電影《古墓麗
影》以此為場景拍攝；圍牆廟門口盤結著巨大
樹木更視為奇觀：百年老樹纏繞著千年奇石，
彷佛愛恨糾纏般的浪漫。午餐後稍作休息。
【小吳哥】(遊覽時間約 1 小時) 是吳哥古跡中
最大、保存得最好、知名度最高的建築，因此
吳哥窟也被作為整個古跡群的總稱。在一天古
跡文化之旅後今晚前往欣賞【夢幻高棉光影
SHOW】並在光影 SHOW 餐廳享用晚餐。爾後
更贈送柬式按摩 60 分鐘。
(早/午/晚餐)
酒店 : Royal Empire Hotel 或同级

7

暹粒

早餐後參觀安倍思乳膠店和絲綢店後遊覽【姐
妹佛】— 每年國王及總理都會來此廟進香。下
午前往遊覽【柬埔寨民族文化村】。這是一個
薈萃柬埔寨各地名勝古跡微縮景點以及集中各
民族民間藝術、民俗風情和民居建築於一園的
大型文化旅遊娛樂景區，從不同角度反映柬埔
寨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和風情。不但是有美麗的
石山、瀑布與神秘的神仙山洞，而且還有 11 個
民俗文化風格各異的民族村寨，展現出 19 個民
族的濃鬱風情。到亞洲最大的內陸淡水湖 —
【洞里薩湖】乘坐遊船，並遊覽水上人家。最
後前往五哥商場自由購物。
(早/午餐)
酒店 : Royal Empire Hotel 或同级

8

暹粒  原居地

早餐後統一送機，結束愉快的行程。

(早餐)

‧不含機票、旅遊保險
‧僅限持美國、加拿大或澳洲護照的華人
‧自費及服務費請在報名時一起付清
‧團費不含河內 暹粒的機票（$290 起 /人）
‧導遊會根據時間情況另外推薦一些特色節目，
客人自願參加，絕不強迫
‧需全程跟團；若中途離團，需加收離團費用每
人每天 US$150，且門票等其他費用一律不退
‧本公司有權在不影響遊覽行程的情況下對旅行
前後次序做合理調整

** 如需訂購國際線航班請與我們聯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