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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 歌詩達新浪漫號~越南峴港岸上觀光建議行程及售價表 
   ※以下行程及售價僅供參考，最終須以郵輪公司船上公告售價為最終確認※    2019.08.12 

 

越南峴港 
01V6 峴港會安古鎮及SPA 休閒游 成人US$115.00    兒童US$86.25 

 
遊覽時間：約六個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 您將乘車離開港口前往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在那裡您可以親身體驗到越南當地的泥

巴浴，從而減輕您一路的疲倦，減輕您的壓力。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使用的礦泥是從越南祿甯縣和寧和縣礦井中開採出來

的。這些礦泥因為深埋於地表之下所以對維持健康治療疾病大有好處。然後這些礦泥會通過槽車運到水療中心，除雜之後的

礦泥要經過38-40度的穩定加熱，這是最適宜的洗浴溫度。這些礦泥會直接通過接泵帶給您全身心的享受。靜靜享受15-20分

鐘後，您可以去曬個日光浴讓礦物質更好地被吸收。經過了之前的放鬆之後你的肌肉也會放鬆下來，這樣在按摩師的幫助下

您就可以更好地放鬆，重新喚回身體的活力！ 

     【會安古鎮】接下來您將漫步在位於秋盆河畔狹窄的會安古鎮街道上，您會發現很多的歐式、中式、日式的寺

廟、社區住宅、神社、氏族房屋，以及當地的商店和居民住宅。您將參觀當地的歷史文化博物館，這裡有介紹會安市

鎮的成立、發展與衰退過程的各種陳列品。下一站是福建會館。該大會于1697年作為召開社區會議的場所由會安的福建華人商

人成立。後來，它逐漸演變成了一個供奉海上女神和漁民和水手保護者——媽祖的寺廟。這座寺廟因其具有藝術性裝飾和美麗的雕

像被認為具有獨具一格的建築風格。 

【日本廊橋】您接下來的行程將參觀建於1593年的日本廊橋。其由日本居民建成，最初是為了將他們的居住區域與中國城區

連接起來。橋樑由屋頂覆蓋，這樣就可以避開雨天和太陽的行人。在橋的北側是一座保護水手的日本寶塔。 

【會安民居】離開這裡，您將參觀會安市鎮的一座古老的民居。這是一位越南商人兩個世紀以前的私宅，房子的設計展示了

當地建築是如何受到日本和中國的影響。您的最後一站是在會安市場。該市場位於秋盆河畔，被認為是會安古鎮中最複雜的景點之

一。與世界上任何一個市場都不同的是，會安市場裡有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商品，如魚，蔬菜，肉類，水果，手工藝品，布料，珠

寶等等。您可以在這裡享受一段自由購物的時間。 

【晚餐】在行程結束之前，您將在當地的越南餐廳享用晚餐。 

 

溫馨提示：1.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際情況有所調整。請自備泳裝等裝備。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及使用輪椅

的客人參加。溫馨提示：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際情況有所調整。請自備泳裝等裝備。此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

※越南峴港(12月30日)  

01V6 峴港會安古鎮及 SPA 休閒遊  約六個小時（含晚餐） 成人 US$115.00 兒童 US$86.25 

02IL 峴港巴拿山遊樂園索道之旅  推薦    約七個小時（不含餐）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02AF 水椰林體驗之旅，追風原味越南 推薦   約六個小時（含晚餐） 成人 US$75.00 兒童 US$56.25 

6128 會安古鎮遊                 約六個小時（含晚餐） 成人 US$69.00 兒童 US$51.75 

02Y7 夜遊會安之旅     約四小時三十分（含晚餐）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02Y8 峴港遊船之旅             

 

 

約兩小時三十分（含晚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越南峴港(12月31日) 

02AF 水椰林體驗之旅，追風原味越南 推薦  約六個小時（含午餐） 成人 US$75.00 兒童 US$56.25 

01V5 峴港美景及spa休閒遊        約四個半小時（含午餐）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6140 會安古鎮與峴港深度之旅 推薦      約七個小時（含午餐）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6138 峴港博物館與大理石山之旅   約六個小時（含午餐） 成人 US$59.00 兒童 US$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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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請穿舒適的運動鞋和休閒服。自備太陽帽、太陽鏡、防曬霜、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有限，

請儘快訂購。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0日。 

 

02IL 峴港巴拿山遊樂園索道之旅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遊覽時間：約七小時（不含餐）  座位有限 

  

【巴拿山】離開港口之後，我們將驅車一小時帶您去到巴拿山纜車索道，乘著纜車登上巴拿山。巴拿山離峴港25千米，海

拔1487千米，自1919年開始就帶有深深的法國殖民烙印。在巴拿山頂，您有機會一覽峴港全貌，同時享受清新空氣與大自然的

獨特饋贈。巴拿山的索道世界聞名，三條索道共有201個車廂，平均每小時能輸送3000名遊客。您可以有四小時的時間來探索

峴港遊樂園、法式村莊、靈應寺、德拜酒窖、夢幻樂園、蠟像博物館（需另購票）、高山過山車……您可以自費在Aparang自

助餐廳、熏衣草自助餐廳、Brasserie飯店、Doumer法式餐廳等餐館就餐。 

結束一天精彩的行程後我們乘坐纜車回到市區返回碼頭。 

 

溫馨提示：1.本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或者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交通情況會影響遊覽時間。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

際情況有所調整。請穿著舒適的運動鞋，自備太陽帽、太陽鏡、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有限，請儘快訂購。2.本行程適用

於12月30日。 

 

 

02AF 水椰林體驗之旅，追風原味越南  成人US$75.00    兒童 US$56.25 

 

遊覽時間：約六個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會安古鎮木頭村】從碼頭出發前往會安古鎮，我們會先來到木頭村，參觀富有特色的紅木雕刻工藝村，感受紅木雕刻的

藝術和魅力，瞭解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水游椰林】接著我們將乘坐越南特有的圓形的簸箕船參觀椰林，在當地漁民的帶領下，划船穿過水椰林，感受椰林的寧靜

和美麗，聽漁民講述過去美國戰爭的故事，並有機會看到傳統的漁網捕魚，釣魚等。  

【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午餐後我們將參觀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這裡有介紹會安市鎮的成立、發展與衰退過程的各種陳列

品。博物館建在關帝廟的舊址上。在這裡，您將看到許多關於會安古城的建立，發展和蕭條的相關歷史故事和文物。 

【福建會館】隨後前往參觀福建會館。會館成立於 1697 年，本是福建商人為邦內人集合會議所需而建造。會館內的

雕像,藝術裝飾造就了其特有的建築價值。 

【日本廊橋】接下來您將參觀日本廊橋。這座廊橋是由 1593 年居住在會安的日本僑民所建造的，架在小河上，以方

便與彼岸的華僑來往。橋上建有瓦蓋,方便行人乘涼和避雨。經過了幾個世紀，橋上的裝飾仍保存濃厚的日本色彩。 

【會安民居】離開後，您將參觀會安市鎮的一座古老的民居。這是一位越南商人兩個世紀以前的私宅，直到今天仍保持 19 世

紀時的風姿。屋內建築裝飾，體現了當時日本及中國的裝飾風格對越南人民的影響。 

  【會安手工藝館】接下來我們會來到會安手工藝坊,在這裡您可以看到許多當地傳統的手工藝品,如木工藝、制陶術、織

席、刺繡、紙燈籠、錐形棕櫚帽等。 

【用餐】在行程結束前您將在當地餐館享用餐食。 

 

溫馨提示：1.從港口到紅樹林約 1 小時車程，交通情況會影響遊覽時間。本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或者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

。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際情況有所調整，請穿舒適的運動鞋和休閒服。自備太陽帽、太陽鏡、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

有 

限，請儘快訂購。 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0日及12月31日，30日餐點為晚餐，31日為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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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 會安古鎮游 成人US$69.00   兒童US$51.75 

 
遊覽時間：約六個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您將乘坐長途汽車沿著省道603號公路行駛， 一小時車程後會到達會安。旅途中，您可以欣賞到越南中部的典型村莊。 

【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抵達會安後，您將參觀當地的歷史文化博物館。這裡有介紹會安市鎮的成立、發展與衰

退過程的各種陳列品。您還可以欣賞到博物館內的關帝廟。 

【福建會館】下一站是福建會館。該大會于1697年作為召開社區會議的場所由會安的福建華人商人成立。後來，它逐漸演變成

了一個供奉海上女神和漁民和水手保護者——媽祖的寺廟。這座寺廟因其具有藝術性裝飾和美麗的雕像被認為具有獨具一格的建築

風格。 

【日本廊橋】接下來您將參觀日本廊橋。這座廊橋是由 1593 年居住在會安的日本僑民所建造的，架在小河上，

以方便與彼岸的華僑來往。橋樑由屋頂覆蓋，這樣就可以避開雨天和太陽的行人。幾個世紀以來，這座橋的裝飾一直忠於最初的

日式風格。 

【會安民居】您將參觀到Nguyen Tran Ancient House或Ky House其中一座老房子。這座的房子建於大約兩個世紀前，曾是越南

商人的家，其設計說明了當地建築如何受到中國和日本風格的影響。 

【會安工藝車間】之後您將前往會安工藝車間，在那裡您將有機會看到各種傳統的當地手工藝品，如木工，陶瓷，墊編織，刺

繡，紙燈籠，圓錐形棕櫚帽等。 

【晚餐】接下來您將來到當地越南餐館品嘗越南特色餐。 

【峴港海灘】晚餐後，巴士將帶您前往峴港市，途徑在峴港海灘--這是峴港市最美麗的海灘之一，您將有15分鐘

的自由拍照時間。之後，您將有機會在韓市場購物，然後再前往港口  

  

溫馨提示：1.行程的順序可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所調整。 請穿舒適的運動鞋和休閒服裝。 在參觀寺廟時應按要求脫

下鞋子並穿上襪子。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0日。 

 

02Y7  夜遊會安之旅 成人 US$89.00 兒童 US$66.75 

 

遊覽時間：約四小時三十分（含餐）                                               座位有限 

 

【會安絲綢村】您將乘坐長途汽車離開港口，沿著省道603號線前往會安，約一小時車程您到達會安絲綢村後，

您將欣賞占族舞蹈表演。這一表演可以讓您瞭解更多有關古老的越南文化特色--古占婆族在繁榮時代的生活。占族舞

是占族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舞蹈與其典型且著名節日如Rija Nugar，卡特，Rija Praung等息息相關。

同時，這也是占族人民向國王和那些為國家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們表示感謝的機會。占舞可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

包括民間舞蹈和皇家舞蹈。 占舞是色彩，音樂和舞蹈的完美結合。 

     【晚餐】節目結束後，您的晚餐將提供越南菜肴。 

【會安夜遊】本次行程的最後，您將有機會一睹安會夜晚的風采。會安主要的夜生活場所包括時尚的小酒館，

咖啡館，酒吧，藝術休息室和現場音樂表演場地，其中大部分都位於繁華的古鎮和河畔。當太陽落山時，您將在會安

步行街看到活力的傳統燈籠，欣賞到民間舞蹈表演以及看到秋盆河上漂浮著的河燈。雖然越南大多數城市都以提早關

燈而聞名，但這些夜生活場所保持開放並且忙碌著直至淩晨3點，非常適合希望參與到當地人有趣聚會的旅行者。這

些熱鬧的酒吧除了可以提供稱得上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啤酒之外，還提供有吸引力的歡樂時光促銷活動：欣賞當地藝術

家和國際DJ表演的各種類型的音樂。 

  

溫馨提示：1.晚餐後，您將前往會安夜市，這是無入口區域，位於秋盆河的另一側，在那裡您可以清楚地欣賞到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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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鎮，同時您還可以在此處享受悠閒的購物時間，購買更多食物或紀念品帶給您的親人朋友。2.如果進入會安古鎮的

中心（秋盆河的另一側），您可能需要額外購票。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3.本行程適用

於12月30日。 

 

02Y8  峴港遊船之旅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遊覽時間：約兩小時三十分（含餐）                                                    座位有限 

 

【船遊峴港】從港口搭乘長途汽車到達市中心後，您的旅程就正式開始。 駕車30分鐘後，您將在韓河的諾富特

船站登船。本次您將乘坐4U峴港遊艇。該遊艇的設計為韓河最現代化，最豪華的遊艇，可容納40多位乘客，每週末有

3班船可以搭乘去觀賞龍橋噴火。除了河船和焊接船，遊艇，遊艇，富貴遊艇，寶安遊艇，4U峴港遊艇也被峴港市正

式許可可在韓河上開展遊船活動。 

     【晚餐】 晚餐時間，您將乘車到當地餐館享用越南菜晚餐。 

      最後再驅車返回港口，結束遊船之旅。 

 

溫馨提示：1.行程順序可能會有所改變。座位有限，請提前預約。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0日。 

 

 

01V5 峴港美景及spa休閒游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0 

 

遊覽時間：約四個半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離開港口之後您將沿著海岸線一路乘車去到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在那裡您可以放鬆身心，盡情享受。 

【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加林娜泥浴水療中心使用的礦泥是從越南祿甯縣和寧和縣礦井中開採出來的。這些礦泥因為深

埋於地表之下所以對維持健康治療疾病大有好處。然後這些礦泥會通過槽車運到水療中心，除雜之後的礦泥要經過38-40度的

穩定加熱，這是最適宜的洗浴溫度。這些礦泥會直接通過接泵帶給您全身心的享受。靜靜享受15-20分鐘後，您可以去曬個日

光浴讓礦物質更好地被吸收。經過了之前的放鬆之後你的肌肉也會放鬆下來，這樣在按摩師的幫助下您就可以更好地放鬆，

重新喚回身體的活力！ 

【峴港觀光】最後您將坐車回到峴港，享受半小時的觀光遊。峴港位於漢江的西面，以前被叫做土倫。它從一個小漁村

發展成越南中心一個重要的港口，同時在越南戰爭時期也作為美國的著陸點存在。如今，峴港是越南第四大城市，擁有許多

令人驚歎的歷史文化建築。 

【韓市場】韓市場是峴港市區規模較大的一個綜合性農貿市場,位於市中心,交通非常便利,這裡聚集著峴港大片區

的越南商販,貨物琳琅滿目。您將有時間在這裡自由活動。 

    行程結束後您將登上遊覽車返回港口。  

 

溫馨提示：1.本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或者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交通情況會影響遊覽時間。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

際情況有所調整。請穿著舒適的運動鞋，自備太陽帽、太陽鏡、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有限，請儘快訂購。2.本行程適用

於12月31日。 

 

6140 會安大理石山購物之旅 成人 US$79.00   兒童 US$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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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時間：約七個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大理石山】您將乘坐長途汽車沿著省道603號公路前往大理石山，在那裡您可以從山頂俯瞰整個峴港市。 

【會安古城】接下來將是位於秋盆河畔的廣南古鎮會安的探索。在狹窄的街道上漫步，您會發現迷人的中國、越南和日本寺廟

，社區住宅，神社，氏族房屋和商店等等。抵達會安後，您將參觀會安歷史文化博物館。博物館建在關帝廟的舊址上。在這裡，您

將看到許多關於會安古城的建立，發展和蕭條的相關歷史故事和文物。 

【福建會館】下一站是福建會館。該大會于1697年作為召開社區會議的場所由會安的福建華人商人成立。後來，它逐漸演變成

了一個供奉海上女神和漁民和水手保護者——媽祖的寺廟。這座寺廟因其具有藝術性裝飾和美麗的雕像被認為具有獨具一格的建築

風格。 

【日本廊橋】您接下來的行程將參觀建於1593年的日本廊橋。其由日本居民建成，最初是為了將他們的居住區域與中國城區連

接起來。橋樑由屋頂覆蓋，這樣就可以避開雨天和太陽的行人。在橋的北側是一座保護水手的日本寶塔。離開這裡，您將參觀會安

市鎮的一座古老的民居。這是一位越南商人兩個世紀以前的私宅，房子的設計展示了當地建築是如何受到日本和中國的影響。 

【會安市場】您的最後一站是在會安市場。該市場位於秋盆河畔，被認為是會安古鎮中最複雜的景點之一。與世界上任何一個

市場都不同的是，會安市場裡有各式各樣不同類型的商品，如魚，蔬菜，肉類，水果，手工藝品，布料，珠寶等等。最後，在返回

遊輪之前，您將在當地的越南餐廳享用一頓典型的越南午餐。 

【峴港市】最後，長途巴士將沿著同樣的路線返回峴港市，在那裡您將享受30分鐘的觀光旅遊。峴港位於韓河的西岸，原名“

土倫”，曾是法國的殖民地。峴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如今越南中部的一個重要港口。它也是曾是越南戰爭期間美國人的登陸點

。今天，峴港是越南第四大城市，擁有許多迷人的文化和歷史名勝。 

之後您將繼續乘坐長途巴士返回港口。 

 

溫馨提示：1.參觀大理石山約需攀登 150 級臺階，因此本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或者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乘坐大理石山

電梯需要額外付費，請自備零錢。交通情況會影響遊覽時間。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際情況有所調整。請穿著舒適

的運動鞋，自備太陽帽、太陽鏡、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有限，請儘快訂購。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1日。 

 

6138  峴港博物館與大理石山之旅     成人US$59.00   兒童 US$44.25 

  

遊覽時間：約六個小時（含餐） 座位有限 

  

【峴港博物館】您將乘坐旅遊巴士離開港口，首先我們將帶您前往參觀峴港博物館。該博物館始建於1989年，最初位於黎筍

街。2005年搬至24蘭富街。2011年4月26日正式對外開放。這座新的博物館裡有明命皇帝在19世紀初建造的城堡的重建牆。這座三

層樓的博物館收藏了2500多張照片和文物，其中1900多件是真跡，自1975年越南統一以來一直陸續從峴港及其周邊地區收集而來

，許多都是首次公開展出。當您進入博物館時，會對一個巨大的帆形浮雕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是峴港建立歷史的代表。 

【大理石山】隨後驅車前往五行山（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之一的大理石山。它位於峴港南部，並延伸至大陸

的西海岸。 

【午餐】然後您將返回峴港，途中在越南當地餐廳享用午餐。 

【韓河腳踏車遊】之後，您還有機會乘坐腳踏三輪車沿韓河遊覽，最後達到韓市場。在韓市場您有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

。 

行程結束後，將帶您返回遊輪碼頭。  

  

溫馨提示：1.參觀大理石山約需攀登150級臺階，因此本行程不建議行動不便或者使用輪椅的客人參加。乘坐大理石山電

梯需要額外付費，請自備零錢。在進行三輪車遊覽時請注意您隨身攜帶的背包，您有義務保管好個人的貴重物品。根

據當地習慣，請準備些零錢給腳踏車司機小費。交通情況會影響遊覽時間。行程的先後順序會根據當天實際情況有所調整。請

穿著舒適的運動鞋，自備太陽帽、防曬霜、太陽鏡、瓶裝水及驅蚊劑。位置有限，請儘快訂購。2.本行程適用於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