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芽莊：傳說中的亞洲馬爾地夫  

蠶島出海遊陽光、碧海、藍天、一次玩得夠 悠閒的越式風味下午茶 

市區觀光：天依女神廟、望夫涯+五指岩、安南文化村+傳統樂器與舞蹈表演、芽莊大教堂 

身心靈享受養顏美容大自然的洗禮礦泥浴 芽莊夜市趴趴走 

精心安排保證入住 5星級 Champa Island Nha Trang Resort Hotel & Spa 渡假村 

精心安排美食吃的享受 

蠶島自助風味餐 / 海鮮B.B.Q風味餐 / 越式風味三寶餐 / 越式風味火鍋餐 / 越式風味特色餐 

http://champaislandresort.vn/


 

  島嶼旅遊最新選擇！最佳動線規劃！安全、準點、新機隊！ 

芽芽莊莊是是越越南南最最值值得得去去的的地地方方！！最最近近不不知知道道為為什什麼麼越越南南芽芽莊莊就就突突然然火火了了！！  

集集顏顏值值與與內內涵涵於於一一身身，，這這個個地地方方能能安安撫撫每每一一顆顆浮浮躁躁的的心心！！  

讓讓我我們們帶帶你你體體驗驗包包機機直直飛飛，，看看最最美美海海景景，，帶帶你你遇遇見見““芽芽莊莊””！！  
  

芽芽莊莊海海灘灘綿綿延延七七公公里里的的月月牙牙形形海海灘灘是是越越南南最最美美的的海海岸岸線線  

這這裡裡的的藍藍幾幾乎乎可可以以媲媲美美所所有有海海島島的的藍藍  
  

這這裡裡孔孔雀雀藍藍色色的的海海水水常常年年清清澈澈見見底底  

海海邊邊的的椰椰樹樹成成排排  閑閑庭庭信信步步于于海海岸岸線線  

綿綿軟軟的的白白沙沙會會從從你你的的指指間間滑滑過過  

一一步步一一景景隨隨處處散散發發著著迷迷人人海海岸岸氣氣息息  

淡淡雅雅恬恬靜靜又又熱熱鬧鬧溫溫情情  
  

天天氣氣晴晴好好的的時時候候  到到處處可可見見人人們們在在近近海海潛潛水水、、衝衝浪浪及及各各種種水水上上運運動動    

清清晨晨還還可可以以遠遠眺眺南南海海那那美美麗麗而而又又夢夢幻幻的的日日出出  
  

夜夜幕幕降降臨臨，，芽芽莊莊海海灘灘邊邊上上熙熙熙熙攘攘攘攘，，霓霓虹虹燈燈把把它它裝裝點點成成另另外外一一幅幅模模樣樣……  

晚晚上上還還可可以以在在海海灘灘邊邊上上吃吃海海鮮鮮燒燒烤烤、、喝喝啤啤酒酒，，感感受受越越南南海海岸岸風風情情……  

    
☼ 芽莊大教堂 ☼ ☼ 礦泥浴+溫泉 ☼ ☼ 芽莊夜市 ☼ ☼ 蠶島全日出海一日遊 ☼ 

 

全程使用越捷航空公司桃園直飛芽莊金蘭灣機場 3.5 小時，讓您省去拉車及轉機 9 小時之苦，省時又便

利(絕非一般越南轉機團體拉車團體，直達芽莊讓您 4 日行程豐富又輕鬆)。 

越捷航空使用新機隊空中巴士 A320 機型 180 座或 A321 機型 230 座全經濟艙 

 

參考航班 正確航班資訊，以航空公司公告為主。  (班機時間漂亮完全無採用紅眼時刻.輕鬆去回) 

越捷去程(週六) VJ857 台北 TPE 18:20 芽莊 CXR 20:40 

越捷回程(週三) VJ856 芽莊 CXR 12:30 台北 TPE 16:35 

越南芽莊夜生活比泰國芭達雅更動感 
比關島更適合舉辦婚禮  比峇里島更適合渡假 



 
                    
   
 
   
 
 
 
 
 
 
 
 

芽莊占婆島★★★★★Champa Island Nha Trang Resort Hotel & Spa渡假村 
 

芽莊占婆島 Champa Island 是市中心的島嶼，擁有最豪華，獨特和迷人的 Cham 建築。在這裡，我們提供

全方位的服務，如住宿，餐飲，娛樂，會議，MICE，私人海灘等。這將完全滿足我們的客人。渡假村擁有

兩艘大型船隻前往大海，擁有 168間客房，2間公寓，共 359間現代套房，1至 3間臥室以及獨立和獨立的

豪華別墅。此外，佔婆島還設有新鮮的海鮮餐廳，兒童遊樂場，戶外運動場，高爾夫練習場，河畔咖啡館和

活動場所。在這裡，您不僅可以享受河口的寬敞氛圍，還可以在 11 間私人豪華按摩和水療室放鬆身心，在

那裡您的護理和壓力將消失，並體驗兩個最大的游泳池，酒店的游泳池旁設有泳池酒吧和健身中心。 

http://champaislandresort.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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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專案規畫！用物有所值的價格！給您不一樣的回憶！ 

第第１１天天  臺臺灣灣桃桃園園國國際際機機場場越越南南金金蘭蘭國國際際機機場場－－貼貼心心迎迎賓賓礦礦泉泉水水  

準備好了嗎？來去輕鬆度假…說走就走小馬爾地夫芽莊渡假趣，今日機場集合，搭乘包機飛往有

“東方馬爾地夫”之稱的越南海濱城市—【芽莊】！從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到芽莊金蘭國際機場，搭

乘安全準點新機隊的越捷航空！啟動出國有度假天堂的小馬爾地夫度夢幻芽莊假去也….抵達後專

車前往酒店辦理入住。甜蜜蜜。我們採用快速通關服務節省您的寶貴時間好好休息。 

 溫暖的家          溫暖的家    機場或機上自理 

第第２２天天  
飯飯店店－－全全日日蠶蠶島島出出海海遊遊【【搭搭船船出出海海++漫漫步步沙沙灘灘++氣氣墊墊水水上上樂樂園園任任意意

玩玩++離離島島海海鮮鮮餐餐++俄俄羅羅斯斯女女郎郎舞舞蹈蹈秀秀++季季節節水水果果盤盤】】－－傳傳統統越越式式下下

午午茶茶－－天天依依女女神神廟廟：：網網紅紅 IIGG 打打卡卡景景點點超超好好拍拍－－芽芽莊莊夜夜市市輕輕鬆鬆走走  

世界文化遺產古蹟巡禮與陽光、沙灘、碧海、藍天與我為伍...悠閒下午茶+夜市趴趴走，享受芽莊

清晨的寧靜！但是卻多了份愜意自得的悠閒！建議您起個大

早，欣賞難得風光，迎著炫麗晨光在海邊看日出，看到日出是

否有很感動嗎？【全日蠶島出海遊】乘風破浪前往蠶島想樂

趣。您可以欣賞到蠶島五星酒店特有的歌舞表演(歌舞表演為酒

店每日即時大眾表演，專為團隊客人表演），或參加各種水上

娛樂活動，參觀傳統產品製作區，美藝，手工。還可盡情享受

沙灘太陽浴，還可以于 2400 平米泳池與水上氣墊樂園歡樂盡情暢遊吧！！【天依女神廟】就是傳

說中的(Po Nagar ChamTowers)這裡超好拍照(預計遊覽時間 40 分鐘)。當地人又稱此廟為婆那

加，這裡有幾棟魏峨的寶塔，據說在 7 至 12 世紀此地共有 8 座寶塔，現只剩 4 座，其中最大的主

塔內供奉占婆女神，她是古時候統治芽莊的占婆王國之母，印度教徒稱占婆女神是印度教希瓦神

(Siva)的化身，但越南佛教徒，卻稱她是天依女神。【傳統越式下午茶】放鬆的悠閒品正宗越南滴漏

咖啡。晚餐後遊覽【芽莊夜市】，體驗當地的芽莊當地的夜市文化，逛完返回酒店休息。 

1. 蠶島出海活動請攜帶太陽眼鏡、穿拖鞋、泳衣與潛鏡、短褲、草帽、私人浴巾。 

2. 為了貴賓安全搭船+水上活動請務必穿救生衣並配合導遊指示活動。 

 飯店自助早餐     蠶島自助風味海鮮大餐     越式風味特色餐 



第第  
３３  
天天  

珍珍珠珠島島樂樂園園【【高高空空纜纜車車來來回回++高高山山飛飛車車++跳跳樓樓機機++過過山山車車++搖搖頭頭飛飛椅椅

++大大擺擺錘錘++礦礦山山車車++城城堡堡樂樂園園((碰碰碰碰車車、、兒兒童童樂樂園園、、室室內內電電玩玩城城、、44DD

影影院院))++動動物物展展示示園園++空空中中餐餐廳廳++鳥鳥園園++動動物物表表演演++摩摩天天輪輪++空空中中花花

園園++日日本本園園++觀觀海海台台++大大型型水水上上樂樂園園++兒兒童童泳泳池池++人人工工衝衝浪浪池池++水水上上

城城堡堡++豚豚表表演演館館++海海底底世世界界++購購物物街街++水水幕幕表表演演劇劇院院】】－－芽芽莊莊夜夜生生活活  

瘋狂珍珠島遊樂園全日遊(含門票與纜車來回)園區

愛怎麼完就怎麼玩，準備好了嗎?今天一整天在珍珠

島樂園歡樂無窮…走吧瘋狂趣也！早餐後，前往

VIPEARLLAND 專用碼頭乘坐快艇或東南亞最長的

3320 公尺的跨海纜車，欣賞腳下美麗的海洋風光前

往越南最大的遊樂園【珍珠島渡假園區】。過山車+

跳樓機+高山飛車+搖頭非以+大擺錘+礦山車 高

山飛車+礦山車，不限次數想玩多少次就玩多少次，高山飛車是必玩項目，自己控制數度從半山腰

軌道俯衝而下，可以一邊體驗速度刺激破表，一邊欣賞芽莊灣美景喔！動物展示園+空中餐廳+鳥

園+動物表演等，這裡有所有動物和鳥類，可以讓小朋友認識各種動物，另外每天下午 14:30 還有

趣味動物表演，是全家大小不能錯過的精彩表演喔！摩天輪是由樂園的新亮點(高 200 公尺)也是珍

珠導遊樂園最新開放的樂區，另外

還有五大空中花園培育世界各地最

貴花卉植物，我們還可以到觀海台

看海以及欣賞日本園林之美！還有

大型水上樂園+兒童泳池+人工衝

浪池+水上城堡+豚表演館+海底

世界 這裡擁有東南亞最大的泳池

以及長達 700 公尺的私人沙灘，你可以選擇水上城堡樂園戲水、享受日光浴、或者自費參加摩特

車、拖曳傘、水上飛人等自費項目，中午到購物街吃吃飯+城堡樂園(碰碰車、兒童樂園、室內電玩

城、4D 影院)+水幕表演劇院回憶童年時光，城堡廣場有碰碰車、旋轉木馬、4D 影院、室內電玩

城，還有每天壓軸音樂噴泉表(每天 19 點到

19:25)，特色音樂配上夢幻多姿的燈光呈現浪

漫童話氣氛，最後在欣賞一下城堡廣場美麗夜

景肯定此趟不虛此行不亦樂乎…. 您可以在室

外遊樂園區參加包含雲霄飛車、海盜船、高山

索道等各種精彩刺激的活動；也可以在室內遊

戲區參加包含 4D 電影、碰碰車等各式各樣的

大型電玩。又或者在水上世界參加各種水上遊

戲，如高空快速滑水道、懶人池、海浪池等。

參觀培養了 300 多種生物的海底世界，觀看精彩紛呈的表演節目，以上設施皆可免費使用和遊覽，



另還有商店街及美食村等，後乘纜車或快艇返回岸上！今天晚上可以搭個計程車來去夜店狂歡，準

備來個瘋狂的夜晚了，偷偷跟你說，前幾天去芽莊夜市東西還沒買齊的，今晚可以再去一趟唷。 

 飯店自助早餐    為方便園區全日遊玩請自理    越式火鍋風味餐 

第第  
４４  
天天  

飯飯店店－－望望夫夫涯涯++五五指指岩岩：：殺殺底底片片的的好好地地方方––熱熱礦礦泥泥浴浴++溫溫泉泉半半日日遊遊––

安安南南文文化化村村【【試試穿穿國國服服奧奧戴戴++傳傳統統樂樂器器與與舞舞蹈蹈表表演演++傳傳統統三三寶寶餐餐】】

－－芽芽莊莊大大教教堂堂巡巡禮禮－－越越式式ＢＢＢＢＱＱ海海鮮鮮大大餐餐－－閒閒逛逛俄俄羅羅斯斯街街  

昨晚睡的好嗎？清晨的芽莊有沒有很迷人呢？還是賴床爬不起來... 陽光穿透窗簾灑進您眼臉、想

賴床都難啦！【望夫涯+Hon Chong Promontory 五指岩】聳立在海邊的巨大岩壁有一個巨大的

五指手印印在上面是為一種奇觀。這裡有多處巨大的花崗岩海角直指南海之中。它是法國電影《情

人》的外景拍攝地之一，電影結尾處，男女主角站在海邊的礁石旁，做最後的道別的地方，芽莊少

有的花崗岩海岸，突起的岩石朝著大海的方向延伸，可以感受到驚濤拍岸的震撼，而到了日落時，

這裡換上了浪漫的色彩，晚霞十分迷人，是很多情人約會的最佳去處，漫步在沙灘，感受海風拂面！ 

【礦泥浴+溫泉】芽莊的泥漿浴早已聞名遐邇，凡是到芽莊的遊客，寧可不吃海鮮也要去泡泥浴，

該地富含有大量礦物質元素，尤其對清潔皮膚具有顯著功效，大家不妨嘗試看看喔！ 

 

【安南文化村】，在文化村裡享用越南特色三寶餐，同時觀看越南特色表演秀—占婆族風情舞蹈、

越南傳統樂器演奏、西原風情舞蹈等美侖美奐的演出，讓你認識真正的越南本土文化，午餐後乘車

前往一座非常特別的【芽莊大教堂】芽莊大教堂以厚重的石頭原色呈現，樸素中更有莊嚴的感覺。

典型的歌特式建築，建築年代 1928-1933 年，正立面的高聳與雕花，加上厚重石頭的推砌感，真

的很莊嚴沉穩，趁著遊客都沒出現，進去參觀吧！正面挑高的圓拱，氣場超強，彩繪玻璃窗花與佈

道臺，讓你的心靈也安靜下來。你會發現整座教堂不論內外，全部以石頭的原型推砌，沒有一點粉

刷的雕飾，這樣的形式正凸顯了這種教堂出眾

的地方：以簡馭繁更顯不凡～在教堂外部，還

有一個用以紀念歷代此教堂工作人員的紀念

碑。此外，由於地勢較高，你可以居高齡下的

欣賞芽莊的美景，我在這裡聽到旁邊火車站的

汽笛聲。吃完海鮮燒烤大餐後，我們來到著名

的【俄羅斯街】這地方其實蠻好逛好買的，都

是俄羅斯人來逛的，快來瘋狂採買紀念品吧。 

 飯店自助早餐    安南文化村越式三寶餐    越式海鮮 B.B.Q 風味餐 



第第５５天天  慵慵懶懶的的早早晨晨((悠悠閒閒地地享享用用飯飯店店設設施施))－－特特產產：：腰腰果果、咖咖啡啡豆豆與與各各種種
紀紀念念品品大大採採購購－－越越南南金金蘭蘭國國際際機機場場臺臺灣灣桃桃園園國國際際機機場場  

今天可以要大採購一番，咱們前往當地土特產，當地最有名的就是腰果跟咖啡豆，腰果在當地一百

多台幣，同樣的東西在臺灣就要三四百元，所以要好好採購一下，根據自己的喜好選購贈送親朋好

友的小禮物，隨後搭車前往金蘭灣國際機場，帶著滿滿的甜蜜回憶還有戰利品，搭機返回溫暖的家，

此時我的心卻還在人間的天堂~芽莊。下次咱們在一起邀約來去芽莊，朋友期待我們在一次的相會!

揮一揮手說該是說ＢyeＢye，我們期待與您再一次邀約。期待在相會~~ 

 飯店自助早餐    機場或機上自理    溫暖的家 

飯飯店店：：芽芽莊莊占占婆婆島島 CChhaammppaa  IIssllaanndd  NNhhaa  TTrraanngg  RReessoorrtt  HHootteell  &&  SSppaa 五五星星級級渡渡假假酒酒店店  或或同同級級  

保保證證無無購購物物壓壓力力、、無無車車購購、、無無自自費費壓壓力力    回回歸歸旅旅遊遊的的本本質質    著著重重休休閒閒與與渡渡假假  
 
 
 
 
 

 

   

  
以前要胡志明轉機耗費近 8 到 13 小時！現在離你這麼近！快計畫出發吧！ 

越捷航空-越南最佳航空公司(連兩年得獎) 



 
           

【越式海鮮火鍋餐】              【越式海鮮 B.B.Q 自助餐】 

   

【越式三寶風味餐】 

    

【越式特色風味餐】 

     

【島上海鮮自助風味餐】 

    



 

 
  

夢幻五星價 26,900 元；現金優惠價22,900 元 

備註：本行程將因天候狀況、飯店順序及交通狀況等因素，於當地做微幅的順序調整，但行程保證全部走完。 

費用包含  

1. 越捷航空來回經濟艙機票(飛芽莊採用 A320.A321 新機型)。 

2. 機上每人一瓶礦泉水。 

3. 託運行李２０公斤與手提行李７公斤。 

4. 行程內所列空調旅遊車、交通船、餐食、參觀景點門票，需團進團出不接受脫團。 

5. 保證入住五星渡假村+自助式早餐：全程兩人一室（單男單女請自補房差）。 

費用不含   

1. 兩地機場稅、燃油附加費、落地簽證、保險、雜費共 3,900 元 

2. 個人護照（效期六個月以上） 

2. 為體恤當地導遊、司機服務之辛苦，每位貴賓應給予導遊領隊每天新台幣 200元*4=800 元/人小費 

3. 私人性質的消費(如行程以外的交通費，洗衣，電話，酒水,購物等)。 

4. 越捷屬 LCC 航空，按照國際慣例，機上用餐自理與行李超重需自行負擔。 

5. 因出現單男單女或者客人要求一人一間，需要支付房差。本行程 4 天單房差須加 4,000 元/人。 

請準備越南落地簽證資料  

自出發日算起有效期 6個月以上的護照原件、半年內 3張 4x6 彩色白底照片。    

簽證資料請客戶自行攜帶出境，以利越南海關協助申請芽莊落地通關簽證。 

注意事項 

1.以上報價如遇旺季或連假請與旅行社專員確認最終價格。 

2.此行程二人即可成行，包機訂金每人 12,000 元整。 

3.此為包機航班，成行率１００％，若因故取消則訂金全額沒收，訂金無法退回請注意！ 

4.付訂後不可更改日期或取消，否則訂金全額沒收。 

5.如因個人因素無法出發前往，包機之機位亦無任何退票價值，敬請見諒包涵。 

6.如遇餐廳公休或其他之因素 本公司有權更換其他相同餐標之餐廳進請見諒。 

7.此為團體包裝行程，若有任何行程餐食不參與者，視同自動放棄恕無法退費。 

8.因孩童團費計價方式有所不同，亦無法退各類門票、規費或其他費用之價差。 

9.小孩佔床同大人費用，不佔床扣 2,000元，嬰兒費用 3,000元(稅金簽證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