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特色: 

1. 全程入住五星飯店 4 晚 

2. 每晚饗宴海鮮痛風餐 

3. 佛手黃金橋巴拿山一票晚到底 

4. 體驗越南風情斗笠一頂 

 

 

行程介紹 

【第一天】桃園國際機場／峴港－山茶半島－龍橋、韓江畔美麗夜色 
集合於桃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直飛航班飛往越南中部第一大城『峴港』，為中部最大的深水港口及商業

中心。由於位置良好，港口條件佳，自古以來就是重要的國際港口與轉運站 

，非常繁榮。峴港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評為人生 50 個必到的景點之一，並讚揚其為陽光沙灘、現代文明

與自然的完美結合。也是世界著名的六大美麗海灘之一，在歐美人眼中名氣可媲美夏威夷海灘的度假勝

地，其海天一色的沙灘亦不遜於馬爾地夫，除了有無敵藍天碧海之外，還有讓您發思古之幽情的古鎮，峴

港亦是 2 ~ 15 世紀國事強大的占婆王國的首都，現今市區和近郊還留有占婆時期的遺跡。也是越南中部最

大的海濱旅遊城市。 

【山茶半島 & 靈應寺】山茶半島形成了一個自然的屏風，為峴港阻擋颱風，距峴港市中心 13 公里，長 15

公里，最寬處 5 公里，最窄處 1 公里，最高峰 696 米，有原始林 4370 公頃，珍稀動物有爪哇猴、長尾

猴、紅臉雞等等。半島上崗巒起伏，林木繁茂，並有鳥獸出沒，已被劃為森林保護區。峴港市政府為了護

佑黎民百姓，保護峴港這個海港城市，特地在山茶半島矗立著了一座高 68 公尺的【望海觀音像】，據說是

亞洲第一高，以白大理石做成，肅穆莊嚴，而【靈應寺】終年香火繚繞，吸引著越南各地的善男信女前來

參拜。站在山茶半島，遠眺整個峴港一覽無遺，風景美麗！面朝大海，心情開闊就像無邊的海洋。很多當

地人和遊客都喜歡在山頂上流連，因為這裡可以看到整個峴港的面貌，弓形海岸形成的峴港。 

 
【峴港美麗夜色～韓江畔、龍橋(橋頭停留)】峴港，除了大海、陽光、沙灘之外，夜晚～也如同星空，一

樣璀璨！一起沉醉在峴港的美麗夜色中吧！法國人的浪漫深刻地影響到這座城市，歐式風情的咖啡吧，酒

吧布滿大街小巷，還有大型表演場地，娛樂城，也把峴港打造成了不夜城！【峴港代表性地標~龍橋】是

為了紀念峴港解放 38 周年，於 2009 年開始，歷經四年建成，坐落于市區的韓江之上，它不僅是世界上最

大鋼鐵結構的龍形大橋，還覆蓋了 2500 個 LED 燈，每逢重要節慶的時候，會從龍頭噴出熊熊烈火，除了

有代表民族獨立的意涵外，獨特的建築工藝與造型，使它曾登上 CNN 報導，稱其為峴港城市的新成功象

徵。 

中越~風華再峴五星高爾夫假期&峴港美食五日 



 
【韓江畔夜色】當夜幕降臨時，市區的夜景就成了另外一道風景線，世界十大摩天輪之一的 Sun Wheel，

每到晚上所有燈光打開，頓時流光溢彩，絢麗繽紛！而韓江橋也是峴港的象徵，為越南第一座旋轉式橋

樑。待天色漸暗，沿岸的燈光紛紛亮起，佇立河畔欣賞峴港的的夢幻夜色中，盡享悠然時光。 

早餐:飯店內      午餐:球場自理 

早餐 敬請自理 中餐 機上餐食 晚餐 海鮮蒸籠宴吃到飽 

住宿 ★★★★★ GRAND MERCURE DANANG 國際連鎖五星峴港皇家美居飯店或 

Radisson 麗笙酒店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Danang 福朋喜來登或同等級 

【第二天】峴港諾曼高爾夫球場 

早餐後,前往諾曼高爾夫球場打球。 

諾曼高爾夫球場 

球道總數：18 洞  道長度：7,160 碼  標準桿數：72 桿 

 曾列入世界高爾夫人名堂 Greg Norman，人稱大白鯊(Shack) 所設計。高爾夫球賽最根本的靈魂-鏈接式佈

局、以及壓倒性的沙坑、堅固而快速的球道隨時可能流入臨海的野生植物區、充滿窪地和空洞的崎嶇廢棄

區，都是此球場的特色。球場靠近越南最具歷史意義的兩個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會安、順

化，無論是大理石山脈或是東邊海上的占婆島，景色皆讓人嘆為觀止 

早餐:飯店內      午餐:球場自理         

※沒參加打球的人員安排以下行程:峴港~粉紅大教堂→APEC 公園→五行山(含上電梯) 
早餐後前往峴港市區的【粉紅大教堂】及【APEC 公園】，接著前往位於峴港市區東邊七公里處，車程約

15 分鐘，不遠處有座五行山，傳說有神仙住過，因此整座山都是香的，非常神奇。 

 
【五行山】 

原為海中島，多少年的變遷成了陸地上的山。一開始名為五蘊山、五指山，西面有翰江，東面臨南中國

海，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水、木、火，金、土六座山峰（其中火山為雙峰）拔地而起，氣勢雄偉。由於

風光秀麗。古人有詩寫道：「何處景色勝五行，不遜仙境是蓬萊。山光彩石峰浴翠，古寺香霧繞雲岩。」

五山之中以水山最美最大，水山位於東北方，海拔一百零八米，山上有華嚴雲洞、華嚴石洞，靈岩洞、陵

虛洞、雲通洞、藏珠洞、雲月洞及天龍洞等。洞窟安置有佛像，常有信徒前來膜拜。山上有三台寺、慈心



寺。靈應寺。寺內供奉多尊菩薩、羅漢塑像，山上還有通天路和入地路。通過大路可以把遊客引向山頂，

入地路則把人們一直引到山腳下的海濱。 

 
早餐:飯店內享用     午餐:球場自理 

早餐 飯店享用 中餐     中式料理 晚餐 

越式豪華燒烤海鮮餐 (烤螃

蟹、奶油烤龍蝦、烤貝類、

清蒸鮮魚) 

住宿 ★★★★★ GRAND MERCURE DANANG 國際連鎖五星峴港皇家美居飯店或 

Radisson 麗笙酒店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Danang 福朋喜來登或同等級 

【第三天】巴拿山馬高爾夫球場(Bana Hills golf club) 
早餐後, 前往巴拿馬高爾夫球場打球,午餐後可以自費遊覽巴拿山景區。 

 巴拿馬高爾夫球場 

球道總數：18 洞  道長度：7,800 碼  標準桿數：72 桿 

 為歷史上第一位在兩次巡迴賽中獲得年度最佳球員獎的 Luke Donald 打造，由世界聞名的澳洲公司 Img 管

理，是具有國際規格的標準 18 洞，提供不同級別的球手來挑戰，享受在此打球的刺激感。在海拔較高的

地方，遠離海岸線，氣候涼爽較沒風，與附近其他的球場較不同。約 7800 的球道在越南是個相當長的佈

局，其中不間斷的波動球道以及大小起伏的果嶺，非常適合測試高爾夫球手的技巧。擁有多樣化的自然景

觀，讓每個球洞與景色構成美麗的畫面，絕對不能錯過。 

 

早餐:飯店內      午餐:球場自理         

※沒參加打球的人員安排以下行程:峴港－巴拿山【世界最長纜車來回】－巴拿山歐洲小鎮

雲夢樂園 -巨人佛手黃金橋－峴港 
早餐後，前往素有法國春天山城之美譽【巴拿山】（BaNa Hills)位於峴港以西 40 公里處，早期法國殖民時

代中，海拔 1487 米，氣溫長年較山下低 6℃至 8℃，清涼又舒適。早於 20 世紀初，這裏已是法國人的避

暑勝地，近年當地政府將巴拿山重新發展，打造成一個休閒度假區，在山上大興土木，不但建大佛、寺

廟，還重修昔日法國人的酒窖，闢建室內機動遊樂場及大型空中城堡度假村等，儼如一個空中樂園。乘纜

車登山，路程要分兩段，第 1 段是 2009 年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全球最長及落差最大的單纜吊

車」，總長約 5,042 米，由設在景區入口的 1 號纜車站出發，前往海拔 1,330 多米的 2 號 Ba Na 纜車站，全

程需時約 20 分鐘。纜車開始攀升的頭 10 分鐘，腳下盡是樹林、山澗，之後開始變得雲霧繚繞，感覺如騰

雲駕霧；下車後，再轉乘小火車(瑞士少女峰觀光小火車-復刻版)，到殖民時期法國人在山上興建的隱蔽法

國百年酒窖參觀，然後沿山路而下，到大佛和靈應寺參拜，那裏有個數十米高、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釋迦

牟尼坐像，近看相當宏偉，像下刻了多幅石雕畫，釋迦俯視含笑的表情，令人感覺親切。  

【Ba Na Hill 法國城堡】有如置身歐洲中世紀的時光中，來到這裡有如來到人間仙境，乘上纜車往外看著

一望無際的遼闊森林、茂密叢林和瀑布，縱橫溪谷其間，除了欣賞原始的生態，不時還會有白雲相間、雲

霧飄過，猶如一幅山水畫，置身於仙境般，感受與大自然美好與清新。 



【巨人佛手黃金橋】金橋位於太陽世界巴納山天台花園，海拔 1,414 米。這座橋連接到馬賽和波爾多站，

從山腳下或法國村莊的客人參觀花園。在空中，橋樑就像一條近 150 米長的輝煌“絲帶”，包括 8 個跨

度， 最多：21.2 米。這條“絲帶”由兩隻巨大的雙手支撐著不堪重負。與橋樑的優雅相反，苔蘚手構成了

古老而懷舊的氛圍。 根據設計 TA 是山神的手，從岩石山脈中拉出一條絲綢金條，幫助村民到達懷孕的花

園。 眾所周知，甲板高出地面 23.8 米，寬 12.8 米，直徑約 2 米憑藉這種獨特的設計和獨特的地理位置，

建築師認為金橋與蘭卡威天空吊橋（馬來西亞）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 這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設計橋樑之

一。 在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 

 

 

早餐 飯店享用 中餐     巴拿山自助餐 晚餐 
海鮮痛風餐(每人螃蟹一隻、

龍蝦半隻+海鮮料理) 

住宿 ★★★★★ GRAND MERCURE DANANG 國際連鎖五星峴港皇家美居飯店或 

Radisson 麗笙酒店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Danang 福朋喜來登或同等級 

【第四天】蒙哥馬利林克斯球場(Montgomerie Links golf club) 
早餐後, 專車前往蒙哥馬利林克斯球場打球。 

※蒙哥馬利林克斯（Montgomerie Links Vietnam) 

蒙哥馬利濱海球場是亞洲首個以蒙哥馬利設計師名字命名的作品。為保聲譽，蒙哥馬利再次邀請經驗豐富

的國際公司 IMG 負責球場管理，試業期間已被業界評為 2009 年亞洲最佳的新球場。2010 年 4 月，蒙哥馬

利更親臨球場主持開幕儀式。總長 7063 碼的 18 洞位於離海邊 200 米外的沙丘地帶，保養完美無瑕，出生

於蘇格蘭的蒙哥馬利把歐洲海灣球場的風格成功引入越南，場內滿布形態似花瓣的沙坑，造型前淺後深，

大大小小集合在一起，加上雪白的沙粒幼細如粉末，即使在沙坑救球也會成為一種樂趣。全長 321 碼、4 

標準杆的第 4 洞最能讓球友體驗越南古香古色的一面。 

 

早餐:飯店內      午餐:球場自理         

※沒參加打球的人員安排以下行程:峴港~漫遊迦南島~搭乘傳統竹桶船及樂釣螃蟹趣~會安

古鎮風光(世界遺產)~峴港 
早餐後，專車前往會安碼頭搭乘船隻前往對岸【迦南島】，迦南島位於會安對岸，於會安碼頭搭乘船隻約

30 分鐘之船程，會安秋盆河一條發源於寮國與越南邊境地帶橫穿越南的河流，河邊水鄉景色美不勝收。

秋盆河會安這側商鋪林立；對岸也就是迦南島還尚未開發，是一片相對原始的自然生態風光，岸上密布著



 

 

水椰林、檳榔樹，島上居民大多以捕魚及木雕維生。就讓我們體驗搭乘傳統竹桶船，穿越原始自然生態風

光，及體驗樂釣螃蟹趣。 

 
午餐後，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古埠【會安】。會安古埠位於峴港東南方約 30 公里之秋邦河，於南中國海

的出海口三角洲處，為一海岸都市。在占婆王朝時期即為連結中國、印度、阿拉伯的貿易重鎮，十分繁

榮。之後，16 ~ 17 世紀成為阮朝的貿易中心，城內居住許多日本人，據說最多曾達上千人，隨著日本江戶

幕府鎖國政策的施行，日本人越來越少，反而是中國人增多了。較古老的城鎮都有帶點中國南部的色彩。

民家、會館、寺廟、市場、碼頭等各種建築沿著老街櫛比鱗次，特別安排遊覽十七世紀的古老城鎮-會安

古鎮。再至【日本橋】，又名【來遠橋】或【寺橋】，這是會安的唯一古橋，成了會安的標誌，這木造橋

橫跨流入【秋盆河】的小渠，連接阮氏明開和陳富兩街，由日本和中國商人籌建於 17 世紀初。日本橋長

18 米、分 7 格，蓋陰陽瓦，建築獨特，寺和橋均為木製，橋兩頭設置坐姿猴和狗雕像，相傳它們是古代日

本尊崇的吉祥物（也有說是由猴年開始興建，到狗年完成的說法），橋中央一側建寺，供奉【北帝鎮

武】，以鎮壓水怪、保護平安的神靈。爾後我們沿著陳富街瀏覽，經過許多古街中的古屋，都開店賣各種

手工藝品，再經過廣東會館、廣肇會館、福建會館、百年古屋、中央市場….處處顯露了獨特的文化氣

息。於 1999 年 12 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走入古城有如瀏覽一座活生生的歷史博物館，城裡的古蹟

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彷彿置身其中，腳踩石板路，眼觀雕樑畫棟樑的樓宇，古色古香的氛圍，彷彿進

入了時光倒流。 

 

早餐 敬請自理 中餐 迦南島風味餐 晚餐 
海鮮火鍋＋每人半隻龍蝦加

贈每人啤酒或軟性飲料一瓶 

住宿 ★★★★★ GRAND MERCURE DANANG 國際連鎖五星峴港皇家美居飯店或 

Radisson 麗笙酒店或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Danang 福朋喜來登或同等級 

【第五天】土產紀念品→峴港國際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早餐後整理行李，前往土產店採購土產紀念品，接著前往峴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結束開心

充實的高爾夫假期及唯美峴港之遊。 

早餐 飯店享用 中餐     機上套餐 晚餐 X 

 溫暖的家 



◆參考航班: 

去/回 航空公司 航班號 出發地 出發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去程 星宇航空 JX701 桃園 07:30 峴港 09:30 

回程 星宇航空 JX702 峴港 10:30 桃園 14:10 

去程 長榮航空 BR383 桃園 09:45 峴港 11:35 

回程 長榮航空 BR384 峴港 14:10 桃園 18:00 

◆◆打球團報價如下: 

▓團費 NT:48900 元 

◆◆旅遊團報價如下: 

大人團費 NT:38500 元 小孩不佔床 NT:36500 元 小孩佔床 NT:38500 元 嬰兒團費 NT:6000 元 

 

【費用包含】： 

1. 星宇(或長榮)航空桃園峴港直飛來回經濟客艙含兩地離境機場稅和燃油稅金。 

2. 行程中所列之景點、交通、門票、餐食、住宿。 

3. 每位旅客 200 萬旅遊責任險及 20 萬意外醫療險。 

4. 越南觀光落地簽證費用。 

 

【費用不包含】： 

1. 導遊、司機小費 NT$300/每日，五日行程共 NT$1,500 元。 

2. 單人房差，須補 8000 元/人。 

2. 行程表上未表明之各項開支，自選建議行程交通及應付費用 。 

3. 個人消費：如行李超重費、飲料酒類、洗衣、電話及私人交通費。 

4. 本行程報價為 2 人一房住宿安排，若指定單人房須補單人房差費用。 

 

※備註: 

1.參加打球人員費用包含:三場平日高爾夫球場打球-果嶺，桿弟(不含小費)，球車共用. 

(包含２人１球車費用) 

2. 球車如有卡單差,須另補差價(請先至球場櫃台現付) 

3. 桿弟小費(每人/場/10-15 元美金/18 洞,打球的貴賓自付) 

4. 參加打球人員費用不包含: 行程中所列之觀光景點、交通、門票、餐食。 

5. 因航班不同，行程可能先後順序會有所調整.但內容不變。 

6.球場規定: 兩天前取消 50%，一天前取消 100% 

◆其他注意事項及說明 



◎因最低出團人數限制 26 人以上，將於出發前 30 日確認是否成團，不便之處敬請見諒。(不包含不佔床 

位車位兒童及嬰兒) 

◎飯店狀況以邢男旅遊回覆為準，如您所選飯店已客滿，請改訂其它方案，金額多退少補，或選擇辦理

退費。指定床型依回覆為主，如欲升等其他房型，依邢男旅遊作業程序，按飯店規定補收差價。 

◎嬰兒定義：限制為 2 歲以下，僅含保險。 

◎兒童不佔床定義：2 歲(含)以上 6 歲以下幼兒，依飯店規定每房僅限一位，不含餐食與床位，如有需要

餐食請於現場購買。 

◎避免滿車情形，參加自費行程之旅客，請於 7 日前訂購，以利作業。 

◎旅客聯絡手機請保持暢通，如因手機號碼錯誤或無法接通導致行程延誤，視為放棄此行程，恕無法取

消與退費。 

◎本公司不負責因可歸責於旅客事由（如遲到等）所導致無法成行之損失，旅遊費用不予退還。 

◎觀光巴士商品以合車制，依出發人數調整車輛（大型遊覽車、中型巴士、九人座、五人座），敬請見諒。 

◎若遇天氣不佳或航班更改或不可抗拒之因素，本公司保有取消或變更行程的權利。 

◎以上行程載明之車行時間僅供參考，因路況或假日遊客眾多行程順序將視情況前後更動。 

◎旅客去程及回程搭車時間請準時，中途停靠站時間視當日車況而訂，無旅客時將不停靠。 

◎建議攜帶個人必須藥物（暈船藥、暈車藥、綠油精、常備藥物）、防晒用品、帽子、雨傘、防晒乳、輕

便雨衣或雨傘。 

◎素食/特殊餐食嘉賓請務必報名同時告知備註。 

◎除出發日 14 日內須做保證確認之規定外，並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定型化國內旅遊契約書】，敬

請詳閱該契約書內容。本套裝行程除取消費用特別加註外，均適用【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之相關規

定。  

◎行程更改取消規定：並為維護所有客戶權益，客戶如於報名並繳交訂金後欲取消或改期，依國內定型

化契約規定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