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遊越南】8 天之旅 

第 1 天：出發地>>>胡志明市(接機)>>>(車程約 20 分鐘)>>>濱城市場>>>(步行約 1 分鐘)>>>入住市內

酒店 

第 2 天：酒店出發>>>(車程約 5 分鐘)>>>統一宮>>>(步行約 5 分鐘)>>>西貢聖母大教堂>>>(步行約 1

分鐘)>>>西貢中心郵局>>>(車程約 10 分鐘)>>>新定教堂(又名:粉教堂)>>>(車程約 5 分鐘)>>>戰爭紀念

博物館 >>>(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3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胡志明美術館>>>(車程約 10 分鐘)>>>胡志明市立歌劇院

>>>(車程約 15 分鐘)>>>安東市場>>>(車程約 5 分鐘)>>>天后宮>>>(車程約 15 分鐘)>>>範五老街 

>>>(車程約 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4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5 分鐘)>>>胡志明國際機場(送機)>>>芽莊金蘭國際機場(接機)>>>(車

程約 1 小時)>>>芽莊大教堂>>>(車程約 4 分鐘)>>>龍山寺>>>(車程約 10 分鐘)>>>婆那加占婆塔>>>(車

程約 5 分鐘)>>>鐘嶼石岬角>>>(車程約 15 分鐘)>>>芽莊夜市>>>(車程約 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第 5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珍珠島纜車碼頭(Vinpearl Land Cable Car Terminal)>>>芽莊

珍珠島遊樂園 >>>珍珠島纜車碼頭(Vinpearl Land Cable Car Terminal)>>>(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

酒店 

第 6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40 分鐘)>>>芽莊金蘭國際機場(送機)>>>峴港國際機場(接機)>>>(車程

約 1 小時)>>>海雲關>>>(車程約 30 分鐘)>>>陵姑海灘>>>(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第 7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 小時)>>>巴拿山>>>(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第 8 天：酒店早餐 >>>(車程約 10 分鐘)>>>占族雕刻博物館>>>(車程約 5 分鐘)>>>峴港主教座堂

>>>(車程約 1 小時)>>>美山聖地遺址>>>(車程約 1 小時)>>>會安古城>>>(步行約 5 分鐘)>>>會安藝術

畫廊>>>(車程約 1 小時)>>>峴港國際機場>>>回程地 



 

天獨立包團費用: 

1. HKD7,600/位 (7 人同行,安排 12 座車) 

2. HKD7,900/位(6 人同行,安排 12 座車) 

3. HKD7,800/位(5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4. HKD8,400/位(4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5. HKD9,300/位(3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6. HKD11,000/位(2 人同行,安排 7 座車) 

 

費用包括:  

1. 中文司機的費用 

2. 道路費，油費，停泊費  

3. 酒店 7 晚住宿及次日早餐  

4. 每天 9 小時用車（超時需收取額外費用，等候時間也計算在內） 

 

***以上價錢不包含機票，酒店城市稅，餐食（如有註明除外）和景點門票 

***以上價錢和建議行程只供參考，我們可以按照客人的要求再編製行程 

***旺季需要加收附加費 

 

 

 



 

 

 

 

 

 

 

 

 

 

【傲遊越南】8 天之旅 

 

【越南獨立包團系列】胡志明-芽莊-峴港(濱城市場、粉教堂、胡範五老街、胡志明美術館、芽庄大

教堂、婆那加占婆塔、芽莊珍珠岛游乐园、巴拿山、美山聖地遺址、會安古城…) 

 

出發地: 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歐洲及美加… 

 

第 1 天：出發地>>>胡志明市(接機)>>>(車程約 20 分鐘)>>>濱城市場>>>(步行約 1 分鐘)>>>入住市內

酒店 

 

酒店：Winsuites Hotel Saigon 或同級酒店 

房型：標準雙床房或標準雙人房(含早餐) 

 

 
濱城市場（Ben Thanh Market） 

濱城市場是胡志明市最大的貿易市場，食品、日用品、工藝品無所不包。各種紀念品種類齊全，品

質參差不齊，價格比較虛，還價空間較大。市場外的圓型廣場佇立著一個大鐘。濱城市場每日都是

熱鬧非凡，人來人往。這裡可以買到各種商品，市場內外都有不少餐館和小吃攤，出售的越南小吃

味道正宗，價格低廉。 



 

第 2 天：酒店出發>>>(車程約 5 分鐘)>>>統一宮>>>(步行約 5 分鐘)>>>西貢聖母大教堂>>>(步行約 1

分鐘)>>>西貢中心郵局>>>(車程約 10 分鐘)>>>新定教堂(又名:粉教堂)>>>(車程約 5 分鐘)>>>戰爭紀念

博物館 >>>(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Winsuites Hotel Saigon 或同級酒店 

房型：標準雙床房或標準雙人房(含早餐) 

 

 

 

新定教堂(又名:粉教堂) 

新定教堂，又被稱為粉紅教堂，位於胡志明市第三區，建於 1876 年，粉紅色的外牆非常惹眼，據說

是在 1957 年才漆上的。教堂不僅外觀全粉紅色，內部也被裝飾成粉紅色系，每日有彌撒時間，可以

入內參觀。不少人還會特地來此拍婚紗照。 

 

第 3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胡志明美術館>>>(車程約 10 分鐘)>>>胡志明市立歌劇院

>>>(車程約 15 分鐘)>>>安東市場>>>(車程約 5 分鐘)>>>天后宮>>>(車程約 15 分鐘)>>>範五老街 

>>>(車程約 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Winsuites Hotel Saigon 或同級酒店 

房型：標準雙床房或標準雙人房(含早餐) 

 



 

 

 

胡志明美術館 

是一幢明黃色的建築，建成于 20 世紀初法國殖民時期。美術館為三層，由越南和法國的設計師共同

設計完成，所以風格上兼具了越南和法國的特點。1975 年越南解放後收歸國有，1987 年年設立為美

術館，1991 年正式對外開放，目前屬於越南一級國家博物館。如果研究不懂館藏的美術作品，看看

建築也賞心悅目。 

 

 
範五老街 

范五老街包括範老五街及周邊的幾條路組成的一個區域，遍佈著各種檔次的酒店、店鋪、各種風味

的飯店、西餐廳、酒吧、咖啡屋以及本地特色的商品。 

 

 



 

第 4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5 分鐘)>>>胡志明國際機場(送機)>>>芽莊金蘭國際機場(接機)>>>(車

程約 1 小時)>>>芽莊大教堂>>>(車程約 4 分鐘)>>>龍山寺>>>(車程約 10 分鐘)>>>婆那加占婆塔>>>(車

程約 5 分鐘)>>>鐘嶼石岬角>>>(車程約 15 分鐘)>>>芽莊夜市>>>(車程約 5 分鐘)>>>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Novotel Nha Trang 或同級酒店 

房型：标准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含早餐)  

 

 

 

芽莊大教堂 

充滿法式風情的芽莊大教堂坐落于芽莊市中心幾條主路的交錯口，離火車站不遠，是一座典型的哥

特式建築，建於 1928-1933 年。 

由於這裡地勢較高，需要拾級而上才能抵達大教堂。這座教堂外觀上最醒目的要數氣勢恢宏的鐘

樓，而建築周圍的平臺有著不錯的視野，可以俯瞰芽莊街景。 

 



 

 

 

婆那加占婆塔 

婆那加占婆塔也譯作天依女神廟，因為這裡供奉的是天依女神（Po Nagar）——庇佑占婆王國南部的

一位女神。該神的地位相當於佛教、印度教中神祇七俱胝佛母和難近母。婆那加占婆塔的建築風格

有些吳哥窟的味道，但規模要小的多。 

婆那加占婆塔建於西元 7-12 世紀間，共有三層，其中，最高的一層包含有兩排的塔，其主塔高 25

米。經過一千多年之後，僅剩的 4 座建築較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如今不僅僅遊客會來參觀，很多當

地人也會前來參拜和祈禱。在塔群旁邊還有一處小型展示廳，展出了象神 Ganesh 等雕塑。 

從位於小山上的婆那加占婆塔往下看，能看到芽莊碧藍的海港。 

 

第 5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0 分鐘)>>>珍珠島纜車碼頭(Vinpearl Land Cable Car Terminal)>>>芽莊

珍珠島遊樂園 >>>珍珠島纜車碼頭(Vinpearl Land Cable Car Terminal)>>>(車程約 10 分鐘)>>>入住市內

酒店 

 

酒店：Novotel Nha Trang 或同級酒店 

房型：标准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含早餐)  

 



 

 

 

芽莊珍珠島遊樂園 

珍珠島遊樂園位於竹島的一座度假村裡，娛樂設施包括遊樂園、水上樂園等，很適合親子遊。 

進入珍珠島有兩種方式，一是乘坐東南亞最長的 3320 公尺的跨海纜車進入，可以欣賞腳下美麗的海

水，全程只需 7-12 分鐘。二是乘坐快艇或遊船。 

遊樂園裡擁有各種娛樂設施，包含過山車、旋轉木馬、海盜船、秋千椅等，有一個室內大型電玩

城。 

還有海洋館，有超過 300 種的海洋生物，來自不同的氣候區，還有各種精彩的動物表演。 

 

第 6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40 分鐘)>>>芽莊金蘭國際機場(送機)>>>峴港國際機場(接機)>>>(車程

約 1 小時)>>>海雲關>>>(車程約 30 分鐘)>>>陵姑海灘>>>(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Royal Lotus Hotel Da Nang Managed by H&K 或同級酒店 

房型：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含早餐)  

 



 

 

陵姑海灘 

從峴港到順化，有一段綿長的美麗海灘——靈姑海灘，因為風景優美，這裡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一

生要去的 50 個地方”之一。 在靈姑海灘，你除了能夠享受碧海藍天，還可以在白色細膩的沙灘上漫

步，吹吹海風，享受這裡的悠閒與寧靜。車過海雲嶺時俯瞰海灘全景，美不勝收。 

 

第 7 天：酒店早餐>>>(車程約 1 小時)>>>巴拿山>>>(車程約 1 小時)>>>入住市內酒店 

 

酒店：Royal Lotus Hotel Da Nang Managed by H&K 或同級酒店 

房型：標準雙床房或標準大床房(含早餐)  

 

 



 

巴拿山 

巴拿山位於峴港以西 40 公里處，海拔 1487 米，目前巴拿山度假區已成為高級酒店、高空纜車與主

題樂園為一體的綜合性娛樂景點。巴拿山的纜車系統是世界上單線最長記錄保持者，纜車長度 5801

米，從山腳下可以乘坐纜車到達山頂。 

說起巴拿山名字的由來，據說根據峴港當地人說出 Banana 這個單詞，又被後人叫做 BanaHill，可見

融合了東西方文化，在法國殖民時期，歐洲人無意發現了這片土地，然後建造了大量歐洲建築風格

的建築，才有了現在的度假區，如今，很多歐洲人也會專程前來度假。 

世界吉尼斯獎 

巴拿山拿到世界吉尼斯的 2 個獎牌：即世界最長獨線纜車系統和世界最高的纜車系統。搭乘巴拿山

纜車，感受巴拿山四季的美妙，從高空俯瞰原始森林，彷佛置身於仙境中。山上還有一座巴拿靈應

寺，寺中有一尊巨大的白玉坐佛守護整個巴拿山。 

 

第 8 天：酒店早餐 >>>(車程約 10 分鐘)>>>占族雕刻博物館>>>(車程約 5 分鐘)>>>峴港主教座堂

>>>(車程約 1 小時)>>>美山聖地遺址>>>(車程約 1 小時)>>>會安古城>>>(步行約 5 分鐘)>>>會安藝術

畫廊>>>(車程約 1 小時)>>>峴港國際機場>>>回程地 

 

 

 

美山聖地遺址 

又名聖子修道院，或美山聖地，從西元 3 世紀到 12 世紀，這裡一直是占婆王國的統治中心，它是

現存的占婆王國時期最古老最龐大的建築群。4 世紀時，逝世的國王就被埋葬於此。美山聖地中第

一座木制結構的寺廟建於西元 4 世紀末，200 年後此寺廟在一場大火中被焚毀。重修時，使用了大

量的更為持久耐用的建築材料。每一代富強的占婆王朝都修建新寺廟，或對舊寺廟予以修復。從西

元 4 世紀到 13 世紀，修建的寺廟總數達 70 餘個，從而使得美山成為王國的聖地。自從 13 世紀末

被遺棄以後，美山聖地安然無損地存留於世。遺址在 100 多年前被考古學家發現。1937 年修復工

作開始。但 1969 年在越戰中遭到美軍轟炸後，70 座寺廟及古塔中，只有 20 座倖免於難保存下

來。199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美山寺廟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會安古城 

會安古城是 15 世紀到 19 世紀東南亞保存完好的傳統貿易港，也是古時候中國人登陸越南的第一

站。 

古城內有完整的華人聚居的街道，還建起了福建會館、廣肇會館、潮州會館、瓊府會館和中華會

館。 

城內遍佈著中式和日式的建築，如日本廊橋，體現了中國、日本和越南文化與建築風格的融合。 

會安古城到晚上就變身為燈籠的世界，各種顏色、各種造型的燈籠高高掛起，照亮整條街，值得一

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