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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起旅遊，
想起旅遊，
諗起旅遊，諗起旅途上的朋友(
諗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就諗起驢友
想起旅遊，想起驢友，
想起驢友，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
就想起旅途上的朋友(旅友)
旅友)
南寧 憑祥 友誼關 越南 河內 老城區－
老城區－三十六行街 下龍灣 寧平 陸龍灣 寧平碧洞
碧洞古廟 泛舟－
泛舟－三谷湖 六天中越風情之旅

團費：CS-NGVT/6A
成人團費：
本團特點：






牌照號碼：353193
小童團費：

航空公司：CZ/ZH/MF
（十二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電話：27712399
出發日期：

行程由極富實踐經驗的資深旅遊策劃顧問精心規劃，
精心規劃，細心安排，
細心安排，行程順暢，
行程順暢，並不安排購物商店，您深度
暢遊廣西
暢遊廣西、
廣西、中國、
中國、邊城－
邊城－憑祥、
憑祥、越南、
越南、河內、
河內、陸龍灣、
陸龍灣、寧平碧洞、
寧平碧洞、泛舟－
泛舟－三谷湖，
三谷湖，海上桂林－
海上桂林－下龍灣
下龍灣，
領略中越民俗風情、
領略中越民俗風情、觀賞山水田園美景。
觀賞山水田園美景。
好航機：
好航機：中國民航客機香港/
香港/深圳南寧深圳/
深圳/香港雙飛航空團。香港至深圳寶安機場直航船或直通旅遊
車往返接送，直接省時，方便快捷。
乘船暢遊越南海上桂林
乘船暢遊越南海上桂林－
海上桂林－下龍灣，
下龍灣，品嚐海鮮風味，
品嚐海鮮風味，領略越南民俗風情
領略越南民俗風情。
越南民俗風情。
 豪華住宿：
豪華住宿：住宿河內四星級標準
住宿河內四星級標準 HANOI HOTEL 河內大酒店或下龍灣
河內大酒店或下龍灣四星級標
或下龍灣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 HALONG PLAZA
HALONG BAY 酒店或同級。
酒店或同級。

第一天：
第一天：香港/
香港/深圳南寧～
南寧～崇左或
崇左或憑祥(
憑祥(晚餐)
晚餐)

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九龍指定地點集合，安排乘坐直通旅遊車或船，前往深圳寶安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
往被譽為“花園城市”、“中國綠都”的廣西省會城市－南寧。南寧簡稱邕，古稱邕州，南寧是廣西壯族自治
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中心，以及北部灣經濟區核心城市，中國東盟博覽會永久舉辦地。抵達後，乘車
往崇左或
崇左或中國邊城憑祥。晚宿四星級標準
晚宿四星級標準崇左國際大酒店
四星級標準崇左國際大酒店或
崇左國際大酒店或憑祥祥城國際大酒店或園林國際大酒店或喜相逢國
際大酒店或同級。
際大酒店或同級。

第二天：
第二天：中國、
中國、憑祥(
憑祥(友誼關、
友誼關、關樓、
關樓、城牆、
城牆、左輔山炮台、
左輔山炮台、法式樓)
法式樓)～中越口岸～
中越口岸～越南．
越南．
河內－
河內－老城區(
老城區(安排乘
安排乘坐三輪車一人一車
三輪車一人一車遊三十六行
一人一車遊三十六行老
遊三十六行老街)(早/午/晚餐)
晚餐)

早餐後，遊覽憑祥中越邊境上最大、最重要的關防－友誼關。友誼關歷史上曾叫鎮南關，始建於明代洪武年間，
它是中國古代九大名關之一。友誼關位於廣西憑祥市西南端，322 國道終端穿過友誼關拱城門，與越南公路相
接，是通往越南的重要陸路通道和國家一類口岸。它是一座城樓式建築，樓高 22 米，底層是厚實的城牆，中
央為圓拱頂的城門，鑲在拱門上的“友誼關”三個大字，非常雄偉。。關樓左側是左弼山城牆，右側是右輔山
城牆，猶如巨蟒分聯兩山之麓，氣勢磅礴。是我國保存比較完整的明、清時期的南疆邊關要塞。遊覽友誼關、
關樓、城牆、左輔山炮台、清末廣西全邊對訊署（法式樓）外觀。之後辨理出境手續，乘車往越南河內。河內
是越南的首都，位於越南民族發源地紅河平原的中部，紅河與墩河的匯流處，是越南最大的城市之一，轄區相
當於越南的一個大省。河內舊名昇龍城，早在 1010 年時，越南的李朝即定都於此，相傳當年李朝的開國英雄
李公蘊，在擊退中國宋朝的軍隊後，決定建都於此，而當他在接近紅河平原時看到了一條飛龍騰空飛翔，所以
稱這地方為昇龍，而這塊土地命名為昇龍坡。但在法國殖民時期，法國人看到它被紅河圍繞，才更名為河內。
由於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故有許多法國建築。抵達後，遊覽河內老城區 36 行街，據越南史書記載，1875 年，
河內已有 36 條街，歷史上河內就是越南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交易成行成市。有趣的是，當時不少的街道以
集中交易的貨物名稱命名，如“棉行街”、“紙行街”、“帆行街”、“魚露行街”、“銀器行街”、“錫行
街”、“茶行街”等。不少街名還沿襲至今。晚宿於河內四星級
晚宿於河內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 HANOI HOTEL 河內大酒店或同級
河內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三天：
第三天：河內～
河內～寧平(
寧平(陸龍灣、
陸龍灣、寧平碧洞、
寧平碧洞、碧洞古廟、
碧洞古廟、泛舟－
泛舟－三谷湖)
三谷湖)～河內(
河內(早/午/晚餐)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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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乘車往寧平陸龍灣，參觀號稱南天第二洞的“寧平碧洞”及參觀建覽建於 10 世紀，丁、黎朝時期的
寧平“碧洞古廟”，碧洞與山上寺廟均分為上、中、下三層沿著山洞而建，全廟以木頭卡樁，古色古香，非常
特殊雅致。之後往三谷湖搭乘小舟，一覽陸龍灣的優美景緻，兩岸風光美麗、寧靜，岸上偶見小屋，遺世獨立，
水波不興，令人仿如置身世外桃源。晚宿於河內四星級
晚宿於河內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 HANOI HOTEL 河內大酒店或同級
河內大酒店或同級。
或同級。
第四天：
第四天：河內(
河內(胡志明陵廣場、
胡志明陵廣場、胡志明故居、
胡志明故居、巴亭廣場、
巴亭廣場、獨柱寺、西湖、
西湖、還劍湖、
還劍湖、文廟)
文廟)
～下龍灣(
下龍灣(越南水上木偶及越南民族歌舞表演)
越南水上木偶及越南民族歌舞表演)(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越南風味)
品嚐越南風味)

早餐後，河內遊覽還劍湖、文廟、胡志明陵廣場、胡志明故居、巴亭廣場、獨柱寺、西湖等景點。寬闊的巴亭
廣場是越南人民崇敬的領袖胡志明主席宣讀《獨立宣言》，宣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地方。獨柱寺於 1049 年
創建的，此祠廟建在一根柱子之上，造型獨特，外型雖小，但卻是越南的代表古剎，而寺廟立在蓮花池中的優
雅姿態，已成為河內的一個象徵。還劍湖相傳 15 世紀上天賜神劍給李黎，助其把元軍驅離越南，事後某天當
李黎航至此湖，一神龜遊出湖面叼走寶劍，因而名還劍湖。文廟建於 1070 年李朝時代，為祭祀孔子及他的四
大弟子，雖歷經千年的時間，依然保持原始的風貌，讓您親身體會越南古老的歷史及與中國文化不可抹滅之關
係。下午乘車往下龍灣，晚上觀賞越南水上木偶及越南民族歌舞表演。越南水上木偶相傳已有逾千年的歷史，
於農閒及紅河氾濫期間，農民在水塘中築起戲台舞弄木偶以為娛樂，演變至今成為享譽國際的民族技藝水上木
偶戲。晚宿下龍灣
晚宿下龍灣四星級
下龍灣四星級標準
四星級標準 DREAM HOTEL 夢幻酒店或
夢幻酒店或 HALONG PEARL HOTEL 酒店或
酒店或 SAI GON HALONG
HOTEL 或 HALONG PLAZA HALONG BAY 下龍灣廣場酒店或
下龍灣廣場酒店或同級。
同級。
第五天：
第五天：越南．
越南．下龍灣(
下龍灣(海上桂林+
海上桂林+乘遊船－
乘遊船－觀賞下龍灣風光、
觀賞下龍灣風光、品嚐海鮮風味)
品嚐海鮮風味)～中國．
中國．
南寧(
南寧(南寧小吃街)
南寧小吃街)(早/午/晚餐)
晚餐)(品嚐壯家風味)
品嚐壯家風味)

早餐後，乘車往下龍灣，由碼頭搭船，乘船遊覽下龍灣－海上桂林。在下龍灣 1500 多平方公里的海面上聳立
著 3600 多座大小不一、千姿百態的喀斯特地貌的山石，尤如“船在水中走，人在畫中游”，更以其“海美、
山幽、洞奇”三絕而享譽天下。遊船上享用船家為您精心準備的海鮮餐。之後乘車往口岸辨理出入境手續，乘
車往廣西省會城市－南寧。晚逛小吃一條街。晚宿南寧五星級
晚宿南寧五星級標準
五星級標準邕江賓館
標準邕江賓館或
邕江賓館或永恆朗悅酒店或
永恆朗悅酒店或沃頓國際大酒店
或同級。
同級。
第六天：
第六天：南寧(
南寧(早餐)
早餐)深圳/
深圳/香港

早餐後，乘車往南寧機場乘搭中國民航客機飛往深圳寶安機場，安排乘搭直通旅遊車或船，返回香港九龍指定
地點，散團。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意事項：

行程至此結束

祝君旅途愉快!

團費並不包括機場稅、燃油附加費、機場保安費、行李保險費、行李保管費、行李生小費、簽證費等。
旅行團服務費：領隊、導遊、司機等服務小費HK$100×6天＝HK$600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參加旅行團時，出發前應購買個人旅遊綜合保險，以作保障。
以上行程及住宿酒店只供參考，行程次序可能有變動，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客人報名前，請細閱本公司有關旅遊的責任細則，報名須知，及臨時取消細則等有關需知的條例細則，亦請將各條
款細則轉述給同行之人士。
酒店在未獲得有關單位按國家規定的標準正式評級期間，本公司以準★星級或★星級標準標示，以供參考。
行程中各景點，如因各種因素，而不開放，本公司則退回門票費用或更換景點，不另作通知，均以當地接待單位安
排為準。
以上行程出入境口岸、航班時間只供參考，以深圳、南寧、香港為出入境口岸調動，如有變動以茶會公佈為準。可
能會更改為南寧至香港往返，客人需補回差價(香港機場稅、香港機場保安費、香港燃油附加費、中國至香港機場稅)。
如人數不足15位客人，本公司可能不會安排領隊跟團隨行，改由當地導遊接待，當地導遊一般以普通話或英語為主
要講解語言。本公司將會安排領隊在香港集合地點至深圳機場往返接送，為客人辦理登機手續等。
如單數客人報名，將不能安排與其他客人夾房，客人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3人、5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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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客人須預繳單人房附加費。3人或以上之單數組合可選擇試做三人房，三人房通常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
加床或三張單人床，而加床通常為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又或沙發床。另本司會以各貴賓報名之先後次序，而順序安
排與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最終在出發前如未能安排與其他同性團友同房或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客人不得藉
故反對或退出，亦不可藉此要求賠償或退團，敬請留意。
簽證參考：
簽證參考：

簽證所需資料：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及香港特區護照(SAR)(護照有效期需要六個月以上)，需交護照正本、白底
1.5 X 2寸彩色照片一張，簽證需時6個工作天，越南簽證費$600，報團時，請客人準備簽證所需護照資料。上列收費已包
括辦理簽證之費用及本公司代辦有關申請所徵收之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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