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馬爾地夫~豪華芽莊五日(直飛芽莊) 

      芽莊就該醬玩、顛覆傳統旅遊，旅行可以很講究、旅遊何必要將就 

報價含稅簽、全程無購物 

入住兩晚一島一飯店~芽莊珍珠島度假村〈含兩餐自助餐〉、 

珍珠島樂園一票到底〈含纜車、水、陸樂園、海底世界、沙伐里野生動物園〉， 

 

Nha Trang 芽莊位於越南南岸的沿海城市，地理位置位於胡志明及峴港的中間，坐擁綿延 6 公里長的海岸線，

清澈的海水與碧藍的天空，熱情的陽光與純淨的沙灘，如此美麗的景色深深吸引當地人與世界各國觀光客慕名

前來，除了令人著迷的風景及景點外，這裡還有許多刺激的跳島之旅及水上活動，就等著您來探索。國際大型

知名飯店紛紛都已進駐，您還在等什麼呢？ 

 

當地氣候 

月份 12 - 02 03 - 05 06 - 08 09 - 11 

均溫 26℃ 29℃ 30℃ 27℃ 

 

實用資訊 

時區 貨幣(越南盾) 電壓 最佳旅遊時間 

GMT+07:00 1NTD = 700VND 220V 一整年都適合 

比台灣慢 1小時 1USD = 22000VND 現行手機都能直接插 第 1天到第 365天 

 

航班資訊 

出發日期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飛地點 起飛時間 抵達地點 抵達時間 

2/03 越南太平洋航空 
BL1051 桃園 TPE 15:40 芽莊 CXR 18:00 

BL1050 芽莊 CXR 10:10 桃園 TPE 14:40 

**正確航班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及說明會資料提供為準** 



 

行程特色：特別企劃五大必遊景點 

1. 越南迪士尼~珍珠島樂園：一票到底，從早玩到晚、玩到瘋、玩到 HIGH！真的免費！ 

2. 一島一飯店，住宿：五星珍珠島渡假村，跨海纜車 3.3公里，愛搭幾次搭幾次！ 

3. 芽莊泥漿浴，太 LOW的，我們不去，我們安排的是 I RESORT度假村深層泥漿溫泉 SPA+水療池。 

4. 占婆塔，占婆遺址，砌磚藝術大師，越南的吳哥窟！ 

5. 【沉香塔】是芽莊市的新地標之一，就在芽莊市政廳的斜對面。主體建築主要是以慶和省的沉香為靈感所設

計而成的觀景塔。 

 



 



 



 





嚴選行程內容： 

第一天 桃園國際機場  芽莊 

今日早晨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直飛班機輕鬆抵達越南度假天堂【芽莊】。 

芽莊與峴港是越南境內最美的兩個海岸線，亦可稱為越南中南部最美麗的度假城市。芽莊是

1924年由阮朝皇帝下昭興建的，根據民間傳說『芽莊』一名是源於占婆語的『Yakram』意

思是指『竹林河流』。在越戰期間芽莊是美軍的度假勝地，因為此地很像美洲的加勒比海，風

光明媚，芽莊的外島及附近的海域，海水非常清澈，很適合釣魚、浮淺、深淺等各式各樣水

上活動。 

旅遊提示： 

** 桃園直飛芽莊班機單程 3小時 20分 

** 芽莊機場位於金蘭灣，前往芽莊市區車程約莫 40分鐘 

 

早餐：X 午餐：含機上熱餐 晚餐：海鮮蒸鍋/海膽一顆 

住宿：★★★★芽莊 四星飯店-宜必思酒店 IBIS NHA TRANG HOTEL 或 納加爾飯店  

 NAGAR HOTEL 或同級 

 

第二天 芽莊  百貨超市散策  珍珠島度假村(一票到底) 跨海 3.3 公里纜車隨你搭 

【百貨超市 散策】散策就是走走看看，愛喝水的就買水(其實車上也有水啦)、愛喝酒的就買

酒、愛吃零嘴的買點零嘴，每個貴賓來到越南都可以當百萬富翁，喜歡就買，不喜歡就湊湊

熱鬧，看一下越南的百貨公司跟台灣的有什麼不一樣？ 

【芽莊珍珠島樂園 VINPEARL LAND】，可是越南的迪士尼喔！但迪士尼的一日票券可是離開

了就不能再進去遊玩了，對於老人家、小孩子是多麼的辛苦呀，就連想外出吃個午餐都難，

所以我們都替大家想到了，在芽莊珍珠島樂園只要拿著你的房卡，樂園想去幾次就幾次、跨

海纜車想搭幾次就幾次、快艇想搭幾次就幾次、動物園想去幾次就幾次、海豚表演想看幾次

就幾次，大人餓了就來去吃飯、小孩累了就來去午睡，以上所有設施皆免費使用，當然如果

晚上覺得無聊可以去OCEAN HILL，裡面有保齡球館、卡拉 OK等各項自費設施提供您與好



友度過輕鬆夜晚。 

旅遊提示： 

**為什麼帶貴賓們去逛百貨公司了？因為第三、四天住在離島，島上的水酒較貴！ 

**為什麼帶貴賓們去逛百貨、逛夜市了？買的東西是要塞進行李箱，因為手提的會檢查！ 

**我們早上就會帶各位貴賓前往珍珠島遊玩，不會到下午才進去，不但浪費時間，且人擠人！ 

**所有住房卡，都會設定在芽莊本島搭船前拍照，提醒貴賓們~出入房卡，千萬不要弄丟！不然會非常麻煩！ 

**搭乘快艇前往珍珠島船程約 8分鐘，搭乘纜車約 15分鐘。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度假村內享用自助餐 晚餐：敬請自理 

住宿：保證入住 ★★★★★芽莊 珍珠島度假村 VINPEARL RESORT NHA TRANG  

 

第三天 全日~珍珠島渡假村(※一票到底，隨你玩) 

【珍珠島渡假村】是芽莊最有名的地標，可以說是沒去過珍珠島等於沒來過芽莊，島上擁有

室外遊樂園區、室內遊樂區、水上世界公園、海底世界、水上活動區、動物園、鳥園花園區、

摩天輪、商店街及美食廣場、、、等多項遊樂設施，以上設施皆可免費使用，免費、免費、

免費，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了三次！每天晚上更有大型戶外的音樂噴泉表演，是一個可以讓您

與家人從早玩到晚、一直玩、不斷玩、玩到 HIGH的超大型遊樂園。 

旅遊提示： 

**搭乘快艇前往珍珠島船程約 8分鐘，搭乘纜車約 15分鐘。 

**水上樂園到營業時間到下午 6點。 

**陸上樂園到晚上 8點。 

**珍珠島上所有設施之實際營業時間，依珍珠島樂園營運時間為準，若有變更，恕無法立即通知，敬請諒解！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敬請自理 晚餐：度假村內享用自助餐 

住宿：保證入住 ★★★★★芽莊 珍珠島度假村 VINPEARL RESORT NHA TRANG  

 

第四天 珍珠島樂園  芽莊  沉香塔(車經)  占婆塔  I Resort 深層泥漿溫泉 SPA+

水療池  來去逛~芽莊夜市 

【沉香塔】是芽莊市的新地標之一，就在芽莊市政廳的斜對面。主體建築主要是以慶和省的

沉香為靈感所設計而成的觀景塔。 

 

【占婆塔】距離芽莊市郊北邊約 1.5公里處的波那迦塔，建於西元 7世紀的占婆王朝，原應

有 10個塔座，目前僅存 4座塔廟，對外國人來說，這裡是見證占婆王朝的遺跡之聖地，中

國的史書曾經贊揚占婆人是“砌磚藝術大師”，觀看之後，不得不說確實有根據。 

【I Resort泥漿浴】我們安排當地最優質的泥漿浴，就是想讓各位貴賓做個芽莊最有特色的

泥漿浴，以當地特有的泥漿所做成的溫泉，不但可以馬上感受到身體的放鬆，更有去除老化

角質、活化細胞及補充礦物質的效果喔。 

晚上來去【芽莊夜市】逛逛，入境隨俗，體驗一下越南芽莊海島度假風情！ 

旅遊提示： 

**占婆塔離市區超近，車程 15分鐘，行程 1小時。 

**泥漿浴行程時間大約 2小時。 

**特別提醒各位貴賓記得攜帶泳衣。 

**泥漿浴分了很多池，貴賓入浴後才會放泥漿，衛生清潔皆無須擔心。 

**泡完泥漿浴後，請記得補充水份。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越式料理 晚餐：海鮮燒烤自助餐 

住宿：★★★★四星飯店-宜必思酒店 IBIS NHA TRANG HOTEL 或 納加爾飯店 

      NAGAR HOTEL 或同級 

 

第五天 芽莊  桃園國際機場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的比較快！今日收拾行李，帶著滿滿的回憶，前往機場搭機，返回溫暖的

家~台灣，期待下一次再相逢！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含機上熱餐 晚餐：X 

住宿：溫暖的家 

 

參考報價 

 每人新台幣$ 26,900 元(報名時繳交訂金新台幣$10,000 元) 

本團所使用航空公司的票價規則，無法辦理退票(無退票價值)，因此本團機票一經開出若取消，將損失全額機

票款，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如該機票款超出解約賠償之數額，亦須由旅客負擔。特此提醒您留意，謝

謝。 

 

費用說明 

【團費包括】 

1.經濟艙團體機票來回 

2.全程餐食、景點、住宿飯店、車資。 

3.新台幣$200萬履約責任險+意外險醫療新台幣

$20 萬 

4.機場稅、燃料稅雜支及代辦費。 

 

【費用不包】 

1.新辦護照費新台幣$1,500 

2.行李超重費及其他個別要求之費用航空公

司託運行李規定 

3.住宿酒店房間床頭小費 

4.個人之消費電話費、洗衣費、飲料費。 

5.個人旅行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6.國外導遊、司機、領隊小費 

7. 行李小費及定點到桃園機場來回接送 

 

 

萬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交觀甲 879 號  旅品北 471 號 

台北 (02)25602277  服務團隊：范振發、魏綺年、吳健智、林永泰、賴宜慧、魏亦璟 

許富宗、楊素文、葉茂盛、楊秀紋、許容豪、歐陽蓉

蓉 

桃園 (03)3372226   服務團隊：廖敏妃、周飛鵬、曾春蘭、李佳霖 

新竹 (03)5900338   服務團隊：鄭麗麗、鄭麗琴、申瑀婕、彭明洪、曾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