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行程單
愛芽芽跟我走！東方馬爾地夫~芽莊美人灣輕鬆遊五日(直飛芽莊)
 旅遊天數：

5天4夜

 主要特點：

自然景觀/歷史古蹟/人文景觀

 包含項目：

含簽證費用,含國內外機場稅

 不含項目：

不含小費

 行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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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特色
※此為無購物行程 ，導遊會在車上販售當地土特產。
※此為團體包裝行程，若有任何不參加者，視同放棄恕無法退費
※行程內容之餐廳有可能前後調整或更換其他餐廳，但保證使用同餐標餐廳
※行程將依照實際情況做前後調整，造成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此為包機行程，付訂後不可取消或更換出發日期，否則訂金不予以退還
航空公司規定：
※本行程使用『越南捷星太平洋航空』 包機作業，包裝團體行程，請注意以下規定：
A.航空公司條件作業規定：旅客因個人因素取消旅遊、變更日期或行程之履行，除訂金無法
退回外，並需支付全額票價，敬請注意您的旅遊規劃。
B.售價包含來回託運行李20公斤+手提行李7公斤。行李若超重，機場現場另計費用，超重之額外費用，敬請自付。
C.機票開立後，不論使用與否，皆無退票價值。機票亦不可更改來回日期及航班、不可更改
行程(航點)、不可轉讓它航或他人使用。
D.請旅客遵守航空公司規定，需於起飛2小時前報到；機場櫃檯起飛前一小時即關櫃，無法
再辦理任何登機手續。

 航班參考
* 以下為本行程預訂的航空班機及飛航路線，實際航班以團體確認的航班編號與飛行時間為準。
* 因應國際油價波動，航空公司隨機票所增收燃油附加費用，會隨國際油價而有所調整。
天數

航空公司

航班

出發地

起飛時間

目的地

抵達時間

1

捷星太平洋

BL1051

臺灣桃園機場

15:40

芽莊

18:00

5

捷星太平洋

BL1050

芽莊

10:10

臺灣桃園機場

14:40

 每日行程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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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
**芽莊機場位於金蘭灣，前往芽莊市區車程約莫40分鐘



第2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海鮮蒸鍋



★★★★芽莊 四星飯店-勒莫爾酒店LE MORE
HOTEL 歡喜旅程酒店JOY TRIP HOTEL NHA
TRANG 或 特蘭維東飯店TRAN VIEN DONG
HOTEL 或同級

芽莊－ YANG BAY森林保護區－ 百貨超市－ 來去逛~芽莊夜市

【YANG BAY 森林自然保護區】保護區離芽莊市區約一個小時的車程，總面積達5,700公頃。保
護區原是越南少數民族嘉萊族(Jarai)部落，森林中擁有像台灣阿里山一樣的百年参天古木，這裡
保持著原有山川、河景原始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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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來去【芽莊夜市】迺迺，入境隨俗，體驗一下越南芽莊海島度假風情！
旅遊提示：
**芽莊- YANG BAY 森林自然保護區 約1小時



第3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早餐
特色越式風味
中式料理



★★★★芽莊 四星飯店-勒莫爾酒店LE MORE
HOTEL 歡喜旅程酒店JOY TRIP HOTEL NHA
TRANG 或 特蘭維東飯店TRAN VIEN DONG
HOTEL 或同級

芽莊 - 占婆塔 - 美人灣度假村~盡情享受~陽光、沙灘、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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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灣度假村】由於是未開發的海濱，細白的沙灘、美麗的海景，呈現它的靜謐和美麗。優美的風

景，海水清澈無比，在此游泳和潛水、曬太陽、漫步，甚至耍廢，都是您不錯的選擇，到此一
遊，讓您有遠離塵逍，忘怯俗世的療癒感，給您不一樣的體驗與感受！
旅遊提示：
**芽莊-占婆塔約15分鐘。
**芽莊-美人灣度假村約1小時。
**喜愛水上活動的貴賓們，請記得攜袋美麗泳裝、防曬用品



第4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早餐
越中風味
越式海鮮火鍋



★★★★美人灣海灘水療度假村GM DOC LET
BEACH RESORT AND SPA 或同級

美人灣 - 沉香塔(車經) - 芽莊 - 自由活動時間(**建議可參加自費行程：珍珠島 樂園一日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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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自費行程︰
【珍珠島渡假村】費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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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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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早餐
敬請自理
海鮮燒烤自助餐



★★★★芽莊 四星飯店-勒莫爾酒店LE MORE
HOTEL 歡喜旅程酒店JOY TRIP HOTEL NHA
TRANG 或 特蘭維東飯店TRAN VIEN DONG
HOTEL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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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
晚餐：

酒店內自助早餐
敬請自理
敬請自理



溫暖的家

 其他說明
團票說明
出團備註

(一)包機作業說明
捷星太平洋航空包機作業飛往芽莊，機型使用A321機型，捷星太平洋航空飛行芽莊的航班都在台灣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運作。由於捷星太平洋航空此段航線為採包機作業，故作業模式跟一般航空
公司有所不同，作業辦法如下：
機票規定及限制 :
◎2人以上成行。10人以上，派遣台灣領隊隨行。
◎包機訂金：NT$10,000元／每人
(*敬請於報名確認後，兩天內繳交，方便保留您的機位)。
(此航班為包機操作，如旅客因故取消當團行程，訂金無法退回並需付清包機票價全額。)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敬請見諒包涵)
◎繳交訂金後，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
神依據觀光局公佈之『國外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此航班為包機操作，如旅客因故取消當團行程，訂金無法退回並需付清包機票價全額。
◎飯店一經確認後，即下訂全額付費，若途中取消當團行程，飯店費用百分百全額沒收。
◎團體機票一經開票無退票價值，故於開票後或當日臨時取消出發者，無法辦理退票。
◎請於出團前14天繳交護照正本或影本+2吋彩色白底照片2張，辦理越南落地簽之憑證。
◎報價僅適用於本國人。若有外籍人士報價另議。
◎無自然單間。奇數報名，請確認正確分房，單人可選擇全程加床或支付全程單人房報價差額。
◎如遇不可抗拒情況，本公司保有變更航空公司、飛行班次及交通工具或旅行方式之權利。
◎如遇包機航空公司停飛為本公司不可抗力之因素，我方將全額退費，不另外收取任何手續費，本公
司亦無賠償之責任。
◎除非BL捷星太平洋航空及旅行業者有協議，否則並不允許更改航線、航班號碼及日期。
(二)注意事項說明
出團說明：
◎為保障消費者及本公司雙方平等互信之權力義務，旅客報名繳交訂金後，一切法條精神依據觀光局
公佈之『國外
旅遊定型化合約書』為主。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70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貴賓，
需有子女、孫
子輩家人或友人同行，方始接受報名，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行程說明：
◎班機若因航空公司或不可抗力因素，而變動航班時間，造成團體行程前後順序變更，本公司保有調

整之權利。
◎此團體行程無法延長住宿天數、更改日期及航班，旅客若中途脫隊，視同自願放棄，恕不退費。
◎本公司保有因訂房狀況、當地氣候、交通、航班、安全考量、景點公休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針對
景點、餐食、
住宿或其他行程內容進行前後順序調動之權利與義務，不便之處，尚祈見諒！
◎如於外站參團，並未全程與團體從台灣出發來回之旅客，因不符合台灣保險之規定，未能享有保險
理賠之權益，
特此告知，敬請自行於出發地投保旅遊平安險。
◎旅遊自費行程之項目及費用由外站導遊提供，各位貴賓可視個人需求自行報名
住宿說明：
◎本行程住宿飯店系列，只能兩人一室，團體無三人房或雙人房加床，若無法安排與其他團員同房
時，住宿單人房需補房差，旺季期間團體房有限，恕不得指定單間，敬請知悉。
餐食說明：
◎本行程餐廳將視其公休日調整用餐時間，請依現場實際安排為主，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費用說明：
◎本行程售價為本公司與當地酒店及船公司針對[ 持中華民國護照公民 ] 簽約之優惠價錢， 若非前述
公民身份，相關售價請洽詢客服人員，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此行程已投保200萬旅遊責任險+20萬意外醫療。
(三)旅遊護照及簽證資訊
護照資訊：
◎護照簽證自理者，請務必攜帶有效護照（出發日期算起半年有效期）及有效簽證至機場。
◎ 雙重國籍者：進出中華民國國境，須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國境。
◆ 從台灣出發持他國護照返台者，需持有以下附件證明：入關查驗(二擇一)：
1.台灣居留證或台灣入境簽證。 /// 2.預定自台灣返回他國之機票。
◆ 新申請為雙重國籍身分者，首次出國需持台灣護照出國。
（若持他國護照，請先自行查明相關規定，報名時並請告知您的服務人員。）
簽證資訊：
◎越南( 觀光 )免簽國家：汶萊&緬甸(可停留14天)、菲律賓(可停留21天)、俄羅斯&丹麥&芬蘭&法國
&德國&義大利&日本&韓國&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可停留15天，且入境越南日期須距離上次
離境越南不得少於30天)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寮國&柬埔寨&吉爾吉斯(可停留30天) 。
◎此包機行程使用團體落地簽證。越南( 觀光 )落地簽證資料：清楚護照影本（出發日期算起半年有效
期），彩色2吋白底照片
2張，辦理簽證工作天6天。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宗教人士及宗教團體，審核正式入越簽證較嚴格，如具有上述身份請先告知
客服人員為您詢問。
◎14歲以下旅客入境越南，若不是由父母陪同出國，需辦理委託證明，流程如下：

◆步驟一：本人親自自行攜帶，委託人+被委託人+小孩的資料(戶籍謄本正本+護照影本)，
自行前往法院申請中文出國委託書，需經法院公證，工作天+費用須自行向法院確認。
◆步驟二：至法院辦妥中文委託書公證後，可交由旅行社辦理，翻成越文送至外交部認證，費用
NT2600，工作天六天不含假日。
(四)旅遊當地資訊
幣值匯率資訊：
◎越南貨幣（單位為盾，DONG）：越盾均為紙幣，無硬幣，面值有200、500、1.000、5.000、
10.000、20.000、50.000及100.000等八種單位。
◎參考匯率兌換，一美元約兌23000盾，一台幣約兌700盾，請勿任意在街頭兌換錢幣，以免製造困
擾。
◎旅行支票在中南半島使用並不普遍且兌換不易，美元現鈔還是最受歡迎，信用卡的支付，除中大
型旅館及部分以外人為營業對象的商店外，大多數商店並不接受信用卡，有些商店在顧客以信用卡
支付時，尚需加收2%至3% 不等的手續費(旅館並無此舉)，故出外消費，若以信用卡支付，最好先
瞭解是否會加手續費，否則，還是以現鈔(越盾或美元)支付為宜。
氣候/氣溫(攝氏)資訊：
◎北越四季分明，一般氣候皆與台灣相同。氣溫最高約37度，最低溫約為12度。
◎南越一年二季，每年五月至十月是雨季，十一至四月是乾季；最低氣溫約20度，最高約38度，年
均溫27度左右。
◎中越主要降雨集中在9-12月；氣溫最高32度，最低20度左右。
時差資訊：
◎越南比台灣時間慢60分鐘。(例如台灣早上10點鐘，越南當地為早上09點鐘)
電壓資訊：
◎越南目前220V及110V皆有使用，一般插座為圓形，旅客若攜帶電氣用品，需注意其適用性。
電話資訊：
◎『由台灣撥打電話到越南』國際冠碼（002、006、007…等）+越南國碼84+區域碼（去0）+電話
號碼（手機要去0）
◎『由國外撥打電話回台灣』通用國際冠碼 00 +台灣國碼886+區域碼（去0）+電話號碼（手機要
去0）
請注意，若是用手機打回台灣的電話，只需在國碼86之前以﹝+﹞替代該國的國際電話冠碼就可
以。
小費資訊：
◎服務費：國外旅遊期間，對於司機、導遊、領隊，應給予服務費以視鼓勵。(建議司機、導遊、領隊
每人每天約新台幣200元)。
◎床頭小費：每間房每晚20,000越盾 / 行李小費：每件行李每次20,000越盾。
◎按摩小費：大概行情每人台幣100元整。
◎在東南亞給小費是一種友誼的表示，請以紙鈔為宜。

特別叮嚀：
◎東南亞國家因天氣炎熱，食物鮮度不易保存，為避免腸胃不適不建議團員自行於路邊採購飲食。
◎越南政府公告通知於越南境內旅遊參觀廟宇及重大人物故居，陵寢等場合務必注意服裝儀容，勿著
無袖衣及短褲、短裙！
不便之處，敬請配合。
(五)出入境注意事項
◎越南出、入境免稅規定：
免稅額度攜帶香煙（200支）、酒一瓶（一公升）外；外幣及貴重物品均須詳實申報，外幣現金超過
5千美元
或等值之其他外幣、或越盾現金超過1,500萬越盾者，須向越南海關申報，超過此範圍者未申報或未
如實申報
者，將會被海關課重稅或沒收。
(詳情規範請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官方網站詳閱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cp03-8-f4a19-02-1.html)
◎海關對旅客攜入與攜出之錢幣、物品均詳細核對，尤貴重物品如無法交待去處，則需課稅（特別注
意：古董
嚴禁輸出），電腦筆電等用品。請放在隨身行李以備檢查，切勿放在托運行李中。
◎機場梲(離境稅將隨團增收)：國際線－胡志明市美金20元、河內美金25元、國內線美金3.5元。
◎台灣出、入境免稅規定：
免稅額度攜帶香煙（200支）外；外幣及貴重物品均須詳實申報，旅客攜帶現金新臺幣超過10萬元
或外幣出境超過等值美幣1萬元者或等值之其他外幣，須向台灣海關申報，超過此範圍者未申報或未
如實申報者，將會被海關課重稅或沒收。
(詳情規範請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官方網站詳閱https://www.taoyuanairport.com/chinese/passenger)
◎本團體旅遊行程報價每位旅客可享有免費托運行李: 以一大件不超過20公斤（如超重公斤數須依照
航空公告之收費計
價）及手提行李一小件(7公斤)為原則。
(六)其它備註
◎接機的親友，可事先撥至桃園國際機場旅客服務中心查詢班機抵達之時間，以免久候或遲到。旅客
服務中心電話：
(03) 383-4631。第一航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2194，第二航廈服務櫃台電話：(03)3983341。
(七)個資保護
◎當貴賓參加本公司旅遊行程時，我們將必須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以利旅遊業務之辦理、或與旅客聯
繫、完成交易、提供服務，本公司就個人資料之利用區域限於參加旅遊行程之所在國家以及台灣地
區；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明白告知服務您參加行程所需之使用者。除非法律允許無須事先通知之

外，本公司不會蒐集或使用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在其他無關的用途上。
◎本公司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完整儲存於我們的資料儲存系統中，並以嚴密的保護措施防止未經授權人
員之接觸。本公司的人員均接受過完整之資訊保密教育，充分瞭解用戶資料之保密為基本責任，如
有違反保密義務者，將受相關法律及公司內部規定之處分。
◎為提供完善的旅遊服務，本公司將可能運用到您提供的個人資料，並可能傳遞您對本公司有興趣的
各種商品資訊、專案活動、其他商品服務以及相關資訊。若不願收到此類資料，請於提供個人資料
時直接告知，或隨時可以選擇日後不要再收到任何相關資料。
◎本公司將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旅遊服務與產品品質。期盼您在行程結束後，填妥「顧客意見調查
表」，密封之後，交由領隊帶回。
歡迎您提供寶貴的意見協助我們進步與提升！謝謝您的合作！
1、 團體旅遊中各團價格、航班及行程內容可能會因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請先依您所需的出
團日期查詢。
2、 航空公司於票價中需增收燃油附加費，但因各航空公司徵收的費用不同，以致相同機場之機場
稅也會有所差異。
3、 本站所提供之各項旅遊產品是否需額外加收燃油附加費，請詳閱各項產品之說明。
4、 請務必詳閱各團的各項說明以確保您的權益。
天氣

請點選天氣參考網址

【本行程之各項內容及價格因季節、氣候等其他因素而有所變動，請依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主，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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