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10天8晚古今歷史探索之旅
天天出發: 即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世運旅遊推介精選逍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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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保証私人包團 由當地華語或英語導遊全程細心照顧、私人專車陸路交逈通 (最少2人同行)
• 來往溫哥華至越南經濟艙機票 回程免費加停香港，如選擇加停東京、台北或上海，
• 需另付附加費，詳請與本社職員查詢 (如指定艙位售罄需另補其他艙位差價)
• 全程越南航空內陸航班 來往河內、峴港及胡志明市三大城市，輕鬆舒適快捷
• 8晚住宿4星級品牌酒店 連每天酒店早餐 (可選擇以附加費，自選5星級酒店住宿)
• 精選旅遊景點 多不勝數，飽覽越南古今文化歷史遺跡
• <河內> 胡志明紀念館、11世糺糺紀興建的道觀 - 真武觀、 西湖、鎮國寺、1896年建造的河内內火爐監獄(越戰期
間被美軍穪稱為河内內希爾頓)及老城區等....
• <峴港> 望海觀音像、五行山、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會安古鎮及美山 (小吳哥窟)等....
• <順化> 越南最後朝代 - 阮朝古皇城群、海雲關的醉人美景、船遊香水河、順化最古老的天姥寺具400年歷
史、皇家陵墓群中的形象特別及別樹一格的應陵等....
• <胡志明市> 戰爭博物館、聖母院教堂、 胡志明市地標 - 濱城市場、越戰時期秘密抗戰隧道 - 古芝地道等....
• <下龍灣> 豪華遊船暢遊自然世界遺產，欣賞醉人景色，並享受船上豪華設施及餐飲服務(自費增遊)
• 搜羅當地美食 安排享用地道越南餐、阮朝皇帝餐、美味海鮮餐及正宗法國餐等 (自費)

包括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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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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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至越南來回機票及越南內陸機票，
指定經濟客位
•行程內註明之膳食及酒店住宿，私人豪華
旅遊專車
•行程內安排之交通及觀光景點入場票
•全程安排專業華語或英語導遊服務

不包括

費用(每位)

雙人房

• 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約C$396加元起（僅
供參考，實際費用以航空公司收費為準）
• 旅遊及醫療保險
• 越南簽證$110及私人費用
• 司機、導遊、行李生之服務費
• 報名費不含未列明項目及一切純屬私人性
質的消費，不含因私人原因、罷工、天
氣、政治因素、戰爭、災害或其他人力不
可抗拒因素引起的額外費用
• 司機導遊服務費合計約90美元/每人，大小
同價

增遊下龍灣兩日一夜

雙人房

(乘坐船公司穿梳巴士來往下龍灣)

單人房

下龍灣漫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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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行程
第一天： 溫哥華 - 越南(河內)
從溫哥華搭乘自選航機飛往越南河內。

第二天 : 越南(河內)

(住宿：河內拉格爾美居酒店或同級)

預計中午左右抵達河內內排國際機場(視乎選擇航班)，當地導遊/司機接機後，專車送往河內市中心酒店休息及自由活動。

第三天 : 河內

(住宿：河內拉格爾美居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我們將參觀胡志明的紀念建築群，包括他的紀念館，具殖民色彩建築的越南主席府。接下來，穿過熙熙攘攘的街道走向西湖往方向。
沿陰涼的 Thanh Nien 街漫步，到達河內最古老的鎮國寺及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紀念碑(在1967年越戰期間他駕駛的戰機就在此處被擊落)。下
午我們參觀了曾在戰爭期間幽默地稱為“河內希爾頓”的火爐監獄。再參觀玉山祠，這是一座位於越南首都河內市中心還劍湖內玉山島上的道觀，玉山
祠以棲旭橋連接陸地，廟內建築包括筆塔、硯台、得月樓等。

第四天 : 河內

(住宿：河內拉格爾美居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早上自由活動。下午我們繼續在河內觀光。參觀越南歷史博物館，這是一座宏偉的殖民建築，收藏了一系列描繪越南古代歷史的珍貴
作品。接下來，參觀崇拜孔子的文廟，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聖宗決定在昇龍城的南面建文廟，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賢人，同時讓
皇親國戚的子孫到這裡來讀書。從一開始，文廟就兼有國學堂的角色。也標誌著11世紀越南在李王朝對儒家學者和官員的重要性。黃昏在晚餐前，先到
河內老城區色彩繽紛的狹窄後街中漫步。

第五天 : 河內 - 峴港 (可選擇自費增遊世界自然遺產 - 下龍灣2日1夜遊船之旅)

(住宿：小會安海灘精品水療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專車前往機場乘坐越南航空內陸航班前往越南中部的沿海城市峴港，這裡是歷史上重要的法國殖民港，以其漂亮沙灘而聞名於世。在
我們開車往會安入住酒店之前，讓我們先探索峴港的一些地方。參觀猴山半島的觀音像，欣賞壯麗的海景，並觀賞觀音雕像。再驅車前往五行山，又名
大理石山，石灰岩頂部有寶塔和隱藏著佛教聖地的洞穴，乘電梯到山頂，漫步欣賞美麗的全景，也可參觀傳統的大理石雕刻工作室。(註 : 增遊下龍灣
行程，峴港至胡志明市行程將順延一天)

第六天 : 峴港 - 順化

				

(住宿：小會安海灘精品水療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前往順化，從會安到順化的風景優美，在穿越海灣通道時，也同時欣賞南中國海的壯觀景色。其中經過的海雲關，是越南中部南北通
道要隘中繼點。因位居高處終日雲海繚繞與鄰近的陵姑灣形成一線，集交通、氣候、地理及歷史分野要素的最美的景色之一，有「最美關口」之稱。
從1802年到1945年，順化成為阮朝時期的國家首都。抵達後參觀阮王朝的古皇城群，雖然越戰期間部份建築被破壞，經多年修葺現已接近回復當年樣
貌。下午乘船遊覽順化河又名香水河，參觀天姥寺，這寺是擁有400年歷史，也是越南順化最老的寺廟。從阮氏王朝第一任皇帝開始時興建，可見其歷
史地位之悠久。然後參觀皇家陵墓–應陵，俗稱啟定陵，是越南阮朝第12位皇帝啟定帝阮福晙的陵墓，位於承天順化省香水市社水平社。啟定皇陵巧匠
工藝古都巡禮, 看盡宮庭華麗之美。

第七天 : 會安、美山 (小吳哥窟)                                                          (住宿：小會安海灘精品水療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今天我們參觀了兩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會安古鎮及美山(小吳哥窟)。在古代神廟城市–美山的廢墟中，可尋找古
代文明的足跡，這是越南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回到會安，探索古老的小鎮，以其古樸迷人的建築而聞名，晚上燈火通明的街道上有各種畫廊和裁縫
店。這是一個為自己和親人購物的絕佳機會，這裡亦開設不少地道特色餐廳以供選擇，不可不提是她們味道一流的咖啡店，在走得疲倦時，大可坐下來
休息，享受一杯越南咖啡。

第八天 : 峴港 - 胡志明市                                     

           (住宿：西貢中心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將乘越南航空內陸航班由峴港飛往西貢。西貢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大都市。抵達後參觀戰爭博物館，透過越南的戰爭歷史，警惕著世人
戰火的殘酷。再到訪南越總統府、中央郵局和聖母院教堂，這聖母院教堂的紅磚牆，是當地婚禮照片的熱門場景。在傍晚之前，造訪西貢最重要的標
誌– 濱城市場。走進市場大樓，感受當地人生活習慣，這是西貢日常生活的真實部分。

第九天 : 胡志明市、古芝地道                                     

           (住宿：西貢中心諾富特酒店或同級)

酒店享用早餐後，我們將前往古芝地道，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地下網絡，是越戰時秘密興建的戰略設施，它是由250公里的隧道和房間組成。戰爭結束
後，這些隧道被保留下來，並改建成一座大型戰爭紀念建築群。下午自由活動。

第十天 : 胡志明市 - 溫哥華
酒店享用早餐，餐後自由活動。導遊/司機將準時安排你們往機場並告別越南行程，搭乘航機返回溫哥華，或繼續前往下一站行程。我們希望您度過一

啟定皇陵

注意事項

五行山

•
•
•
•

•

酒店房間內嚴禁吸煙
確定後需全款支付，付款後不得退還。
行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確實行程以繳交全部費用時所收取的為
準。
旅客需自備有效旅行簽證（包括護照和各出入國境簽證），有效期從回程
之日起必須不少於6個月，如旅途有所延誤不能成行，本公司概不負責，所
付款項恕不退還。
繳費、取消、退款、責任及細則，詳細之世運旅遊服務條例，請到世運旅
遊網頁www.silkway.com瀏覽Terms & Conditions或向公司職員查詢。
Tour Code: GG-VIETNAM DISCOVERY_10D8N-MAR-DEC19-S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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