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奇蹟
金剛再現 奇秘骷顱島~北越雙龍灣(下龍+陸龍)漫遊五日
下龍之名~傳說古代的居民, 外受侵略所苦，天上的龍神們!為了拯救當地人民，從口中吐出一些石塊，擊
退那些侵略者,石塊後來就化成了海上的島嶼。
下龍灣坐落在越南海防市吉婆島以東。1600 多的大小石灰岩島嶼,交錯分佈在 1553 平方公里的海灣，景緻
奇特崢嶸,堪謂奇觀。景色恰似桂林山水，故又有"海上桂林"之稱。於 1994 年,下龍灣被聯合國教育科學及
文化組織(UNESCO)列入世界遺產。下龍灣的鬼斧神工，也因此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自然生態。

中式料理含水酒(每人一罐飲料).
國寶級水木偶劇場
寧平.碧洞一日遊.
下龍灣全日遊船 6-7 小時
贈送團體照一張.

每日礦泉水一瓶
下龍灣四星酒店晚餐
寧平羊肉風味餐
贈送玉桂油.
全程豪華遊覽巴士.

早餐酒店內使用
全程直飛河內班機
贈送越式風情斗笠
贈送清涼椰子水
全程親切華語導遊

如天候及行程時間允許，導遊會建議參加自費活動 (無壓力，非強迫性)。
下龍灣快艇巡弋+小舟遊覽天井洞 NT$500 /人
下龍灣 3 峽谷小舟遊覽(007 拍戲地方) NT$500/人
下龍灣全身按摩 90 分鐘 NT$ 700/人(含車資+小費)
電瓶車遊 36 古街 NT$200
河內 padis deli 下午茶+蛋糕 NT300
河內腳底+全身按摩(熱石按摩) NT$1000/人(含車資小費)

購物站：河內越麒傢俱土產、下龍灣越和珍珠藝品店
以下為本行程預定的航班時間，實際航班以航空公司所公佈之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航空公司
航班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第一天
越捷航空
VJ-941
桃園
12:00
河內
14:10
第五天
越捷航空
VJ-942
河內
14:10
桃園
18:05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河內海上桂林(下龍灣)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航班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市內牌國際機場。河內市
舊名昇龍，河內(Ha n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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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督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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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後驅車前往參觀素有世界八大奇景【海上桂林】之稱的『下龍灣』。下龍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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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後隨後安排
美味的晚餐。
早餐
自理
午餐
機上簡餐
晚餐
MAGNOLIA 餐廳 中式料理(含酒水)
NEW STAR HA LONG HTL 或 KENNY HTL 或 HA LONG DIAMOND HTL 或 GOLDEN LOTUS HA LONG
住宿
或同級【二人一房】

第二天 下龍灣 VIP 頂級包日船遊海上桂林奇景遊 (鐘乳石洞)金剛骷髏島場景 (船遊)
越南國寶水上木偶戲
【下龍灣出海遊船】乘船遊覽世界級的新世界七大奇景~下龍灣。
隸屬廣寧省的下龍灣面積廣達 1553 平方公里，羅列著 1969 個島嶼，其中 989 個島已有取名。搭乘遊船沿途欣賞
如石筍狀之小島，這些群島凸顯了大自然鬼斧神工之妙，有些島形似動物名，如：猴島、龍島… 。行程中將會上小
島上參觀，從高處俯瞰，下龍灣猶如一幅散佈海面的化石神話巨畫。您可以在任何時候來此旅遊，欣賞世間難得一
見的美景。讓您飽覽這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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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島 TITOP】此島的由來為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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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將於於船上享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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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訝洞 Sung Sot C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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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骷髏島(船遊)電影拍攝場景】故事發生在 20 世紀 70 年代，講述了一支集結了科學研究隊員、探險家、戰
地攝影記者、軍人的探險隊，冒險前往南太平洋上的神秘島嶼。
約下午四-五時許返回飯店，體驗悠閒的渡假情趣。
註 1：當出海時，遇海象不佳海浪大時，船隻無法靠岸登島… 等安全問題，請旅客敬請鑒諒。
註 2：北越還是屬於觀光剛起步的國家，遊船上餐食菜色及口味無法跟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提並論，敬請各位貴賓鑒諒。
註 3：下龍灣遊船行程僅供參考，若遇當時天候不佳，如：颱風、大霧、暴雨、巨浪… 等狀況影響到安全，碼頭管制遊
船，無法出海，而行程有所變更，敬請鑒諒。旅行社有負責調整行程之安排：改走鴻基島島上遊行程+午餐。實屬旅
遊業者無法控制的天災、不可抗拒因素，旅行社僅能依照定型化契約第 31 條協助處理，敬請貴賓多多包涵及配合。
隨後特別安排前往水上劇院欣賞越南國寶級的民間藝術—【越南國寶水上木偶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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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必需長時
間浸泡於水中，利用其強勁的臂力及純熟的控繩技巧，讓玩偶生靈活現的演出各項傳說故事，其動靜合宜的神態令
人拍案叫絕。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遊船海鮮餐+含花蟹每人一隻 (含酒水) 晚餐
下龍芒青酒店中華料理(含水酒)
NEW STAR HA LONG HTL 或 KENNY HTL 或 HA LONG DIAMOND HTL 或 GOLDEN LOTUS HA LONG
住宿
或同級【二人一房】

第三天 下龍灣河內鎮國寺文廟還劍湖漫遊 36 古街
早餐後，專車經由快速道路返回河內市。抵達後，隨即安排享用午餐。
【鎮國寺 Chua Tran Quoc】鎮國寺景色秀麗、環境清雅。各朝代一直將之用作行宮。在寺門有「鎮國古寺」四個漢
字。寺邊湖中遍植荷花。寺後有高僧墓地。鎮國寺是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遊河內西湖，自然會順道參觀鎮國古
寺，位於河內市區北面西湖畔的小半島上，隔著青年路與竹帛湖相對。這古寺原稱鎮北寺，是六世紀黎朝黎利開國
時所建，是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原名安花村，十五世紀改名為「安國寺」，十七世紀經鄭王修建，住持由雲風
法師傳至淨知覺禪師，其遺言是此寺屬曹洞禪。十九世紀時越南由阮朝統治，正式定名為「鎮國寺」。
【文廟－國子監 Van Mieu - Quoc Tu Giam】就是孔廟，距今已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為越南第一所官營學府。文廟
佔地廣闊，漫步其間不難發現許多中文字，越南深受中國影響的建築形制、思想文化及政治法律，皆於此一一展
現。是越南第一所高等教育學府，在越南歷史上具有神聖的地位。文廟供奉著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和孟子、顏回等的
朔像。文廟占地面積廣闊，分為五個庭園區域，以圍牆相隔，其中一個園區中央有一個方正的蓮花池。
【還劍湖 Ho Hoan Kiem】位於河內巿的鬧區中間，所有的高級大飯店幾乎都集中在這湖區的附近。還劍湖的湖名
來自 15 世紀的傳說故事。傳說當年黎太祖藉由一把神龜所出借的神劍率領越南人成功攻退敵軍隊，勝利後，黎太
祖順利當上新任國王，他到湖邊漫步，神龜突然出現湖面要求拿回神劍，黎太祖因而將擲向神龜。這個湖因此被命
名為還劍湖。湖中央的小島上有座龜塔，記載著這個傳奇故事。實際上，還劍湖中現在仍是幾隻龐大的烏龜的居所
呢！似乎更加深了這個神話的可性度與傳奇性。還劍湖的面積雖然不大，然湖岸邊綠草茵茵，一向為河內巿民休閒
納涼的好去處。
【36 條古街區 36 Pho Phuong】位於還劍湖旁。36 條古街區由來是在 11 世紀李王朝的時代，這裡以皇帝的城邑
而繁榮發展，師傅們依照職業別而居，由於有 36 個，因此取名為 36 街。這地區原本是河和其支流的氾濫區，整
個地區的河道交錯，在雨季時河水暴漲達 8 公尺高，隨著時間流轉，滄海變桑田，河道被馬路所取代，經過千年的
演變，這地區現在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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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看到多個世
紀內進行的商品買賣活動至今仍不成改變。擁有一千年以上歷史的三十六條古街，都以販賣的東西不同分別集中區
域及規劃！有中藥街、打鐵街、草鞋街、喜慶街、木偶街、餅乾雜貨街、紙街、米街等，為越南最重要的城巿古蹟.
VINCOM CENTER 烏骨雞火鍋
越來順餐廳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晚餐
(6 人一鍋) (含酒水)
中越式料理(含水酒)
河內 HOA BINH PALACE HTL 或 REVERSIDE HTL 或 DELIGHT HA NOI HTL 或 SUNNY III HA NOI
住宿
或 CONG DOAN HA NOI HTL 或 LAROSA HA NOI HTL 【二人一房】

第四天 河內寧平碧洞長安生態保護區 (長安湖)河內
【寧平碧洞】在陸龍灣的另一邊有南天第二洞的碧洞古廟，建於 10 世紀丁、黎朝時期，廟分三層沿著山洞而建，非

常特殊雅緻。碧洞共分為三部份，是奉祀佛祖與觀音菩薩的廟宇，第一層可見到中文書寫的對聯的門樓牌坊。然後
走向陡峭上山的小路，拾級而上，到了第二層是奉祀佛祖的殿宇。爾後進入第二層的殿後山洞，再往上登高到了第
三層是奉祀觀音菩薩的上廟。在此您站在最高的上廟，可遠眺長詩田野美麗風
光與五樂山脈連成一氣的鍾靈毓秀。
註：寧平碧洞內濕滑，參觀時請減慢步伐，且洞內光線時常不佳，建議攜帶手電
筒入內參觀。
【長安生態保護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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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著小舟遊著沿岸欣賞石灰岩奇景、兩岸寧
靜的風光。（小舟行進間，請勿佔立並務必穿上救生衣。），總面積約 2000
公頃，共有 31 河道潭水穿越 48 洞穴（目前只開放 7 個洞穴，山澗河川混合，
遠眺河水平靜綠草如茵，河旁的矮山樹林常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河面上，構成一幅極美的圖畫，是夢寐以求的渡假勝
地）。抵達碼頭後安排乘坐小舟，開始展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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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媚，呈現出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沿著河道徐徐前進，水波不興，偶見
小廟，遺世獨立，小舟在山石間穿梭，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讓人覺得彷彿進入深邃氛圍裡，緩緩的走進這
塊世外桃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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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旅程乘船將領帶您穿越體驗 7 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給您不一樣感受。其中最著名為【地靈洞】，
是 12 個洞穴中之最，洞穴內鐘乳石巍然屹立景觀像是集合天地之靈氣，故此當地人命名為地靈洞。
註：遊船時當地船家及水上遊船小販會來兜售當地土特產手織品及照相等，請貴賓們避免開價錢，易造成船家、攤販不
必要的糾纏。小舟返回碼頭時，請貴賓們給予船伕小費每位越盾 20,000 元或美金 1 元，請勿於遊船途中提早給予。
隨後專車返回河內享用晚餐。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三谷餐廳 寧平風味餐 (含酒水)
晚餐
BAY BUFFET 自助餐
河內 HOA BINH PALACE HTL 或 REVERSIDE HTL 或 DELIGHT HA NOI HTL 或 SUNNY III HA NOI
住宿
或 CONG DOAN HA NOI HTL 或 LAROSA HA NOI HTL 【二人一房】

第五天 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陵寢主席府河內博物館桃園國際機場
【巴亭廣場 Quang truong Ba Dinh】位於越南首都河內中央直轄市市中央，
廣場周圍有政府辦公機關同外國大使 館，可容納一二十萬人，是河內人民集
會和節日作用中的場所。1945 年 9 月 2 日，胡志明主席在巴亭廣場上朗
讀《獨立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國取得獨立，脫離殖民統治。
【胡志明陵寢 Lang Bac】位於巴亭廣場上，是一棟灰色大理石為建材的四方
型建築，陵墓所用的建材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理石、花崗岩及各式珍貴木
材。有強烈的蘇聯時期色彩，和莫斯科紅場的列寧墓有些相似。陵墓於 1973
年 9 月開始動工，全部工程則完成於 1975 年 9 月 2 日舉行落成典禮。胡志明
先生一生貢獻越南革命鞠躬盡瘁終身未娶，生活儉樸、平易近人等偉人風
範，在一些平凡小事上處處體現了其超凡的意志和人格力量。領袖人物之所以偉大，除了他所建立的不朽豐功偉績
永載史冊外，更重要的是，還能給一個民族乃至世界留下自強不息的精神遺產！(註:逢星期一，五及十，十一月份
關閉 / 外面欣賞，不入內)
【主席府 Phu Chu Ti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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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為越南國家主席府。(註：外面欣賞，不入內)
【一柱廟 Chua Mot Cot】稱得上是河內地標的一柱廟，此祠廟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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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李朝皇帝於 1049 年所建。廟身為木造，矗立於水中一根直徑有
125 公尺的石柱上，狀如蓮花。是奉祀觀世音菩薩的廟宇，據說是李朝皇帝因膝下無子，於是求神賜子，某夜夢見
觀世音菩薩坐在蓮花座上，手抱一子賜 予他，不久果得一子。皇帝便建此廟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感謝神恩。如今
是許多越南婦女前來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宇，香火鼎盛。
【河內博物館】是由德國 GMP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越南河內博物館，採用難度較高的地上 4 層、地下 2 層的倒金
字塔建設技術。面積為 3 萬平方米博物館如寶石般鑲嵌在精心規劃的園林景觀中，園內波光瀲灩，水趣盎然，來訪
者一踏足其中便可欣賞到有關河內城市歷史的大型展品並參觀以真實比例復原的傳統越南村落。
專車接往機場。搭乘直航班機返抵溫暖可愛的家園－桃園國際機場﹐結束此趟充滿感性的北越奇景之旅。
早餐
飯店內早餐
午餐
機場越式河粉簡餐
晚餐
自理
住宿
★ ★ ★ ★ ★ 溫暖的家

本行程順序、班機時間及住宿飯店之確認以說明會資料為主，但將儘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
將會前後更動或互換觀光點或退費處理，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