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游·富国岛-小手拉大手】私家团 5 晚 6 天
2 晚阳东镇酒店+3 晚珍珠岛度假村

关于富国岛

地处泰国湾，为越南第一大岛，全岛面积 589 平方千米，相当于岛国新加坡。隶属于越南坚江省富国岛县，东面

与越南海岸相距 40 千米，北面与柬埔寨海岸相距 12 千米，西面与克拉地峡隔海相望，南面与马来半岛隔海相离。

富国岛属于副赤道季风气候，一年只有 2 个季节，5-10 月份为雨季，11 月-次年 4月份为旱季，年均气温为 23-27℃。

富国岛因为没有过度开发，依然保留着十分原始、天然的海滨景色，洁净安全的海滩远远胜过巴厘岛。岛上最

为温婉、最具魅力的一处海滩是 Truong 海滩，乳白色的细沙延伸覆盖了近 20 公里的海岸；东南部的 Bai Ken

海滩也拥有又细又白的沙滩。富国岛除了洁白延绵的海滩外，这片广阔的地方还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座岛

屿，很多群岛一直都有渔村，临近的海滩都格外洁白、干净。

富国岛因为盛产珍珠，又被称为“珍珠岛”。此外，富国岛盛产鱼露及胡椒、咖啡、椰子等农作物。作为越南重要

的渔场之一，新鲜的海鲜也是岛上的主要特色，因此来到富国岛的朋友，海鲜大餐是一定不能错过的美食哦~



很多热爱旅行的人说到越南，首先会先想到芽庄、岘港、下龙湾...殊不知富国岛才是越南的一片净土， 更加朴实，

更加具有海滨的味道。这里之前只有法国皇室和越南贵族才可以上岛，曾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岛屿，同时被英国

ROUHUIDES 旅游网站列为全球十佳蜜月圣地。



世界排名靠前的跨海缆车——香岛跨海缆车

香岛跨海缆车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正式运行，是未来富国岛·香岛乐园的一部分，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排名靠前的缆

车，长达 8.9 千米，单程约 20 分钟。缆车共有 69 辆宽敞车厢，每个车厢最多容纳 30 人。采用新的三索缆车技术，

目前似乎是游客出入香岛的唯一方式。缆车滑出富国岛·安泰缆车站，便是一片宁静的渔港，些许斑驳的点点渔船，

零落地漂泊在碧蓝的海面上，清新惬意格外好看。

星星沙滩——人少、水清、沙白

岛上值得期待的白沙滩，有个很梦幻的名字——星星。人少、水清、沙白、椰林树影，这是一片秘境之地。浅滩很

长，感觉从岸边往海里走 50 米还能脚踩地面，是富国岛最值得一去的地方。星星沙滩有着世外桃源般清澈透明的

海水，岸边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游客也相对较少，是一处享受僻静的好地方。



海星沙滩

更是富国岛的一个秘境，因这里经常能看到海星而出名。薄荷蓝的海水，绿油油的椰树叶，细软的白沙滩，绵长的

海岸线在阳光的照射下，美无可奈。细腻的沙质，平缓的海滩，从沙滩向海里走很远，水才会漫过胸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海星们，在幼白的沙滩上与你嬉戏，这里非常适合玩水。

沙滩得名来自于经常活跃在这里的红海星，点点的海星安静地卧于白沙滩，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温馨提醒：海

星看完后一定要放到水中，而且不能翻过来，不然他们会死掉的！一起爱护这群可爱的，且跟我们生活在同一星球

的海星宝宝吧！



中国-富国岛 参考航班： 待告知

用餐 不含

酒店 富国岛阳东镇酒店

办理登机：建议您提前 2-3 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

航班信息：搭乘航班飞往越南最大的海岛——富国岛（具体航班信息参考所在城市出港信息）

抵达富国岛国际机场，办理入境手续。热情好客的司机师傅在机场出口迎接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后前往酒店自行办理入住手续。

前往酒店: 行驶距离: 约 7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温馨提醒：国际酒店通常入住时间为下午 2 点，敬请知晓。

美食攻略：晚上不能错过富国岛的夜市，这里汇集各种小吃、海鲜、工艺品等，您可以三五结伴，慢慢在夜市上搜

索自己感兴趣的美食，亦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一处好地方。

⊙ 睡到自然醒，酒店用早餐。（如房间不含早餐，敬请自理）

⊙ 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全天自由活动，放弃传统旅游方式，根据自己需求和兴趣自由选择。

⊙ 您可以有多种选择，在酒店休息，亦或是到酒店周围闲逛。

如想不虚此行，我们提供出海一日游自费套餐供您选择。

自费项目完全自愿，根据您的喜好可以提前告知客服，客服会为您做专业而周到的行程安排

09：00 酒店大堂接，乘车前往出海码头，乘坐木船前往富国岛南方大海的深处。这是一片宁静清澈的海域，请静

下心慢慢地感受这一片海的深邃和包容。(如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出海，敬请谅解）

推荐套餐 富国岛出海一日游——海上垂钓+2 次浮潜+船上午餐+香岛缆车

散拼价格： 元/人

富国岛自由活动

用餐 早餐: 自理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富国岛阳东镇酒店



行驶距离: 约 28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5小时

渐入海的深处，开始我们的海上垂钓项目——慢慢将手中的鱼线释放进大海，不一会儿一条条大的、小的、

五彩斑斓的深海鱼被重重提出水面。这是一种不同于河钓的乐趣，每次的捕获都是惊喜！如您想深入去了

解这片神秘的海域，还可以下海浮潜，船上有准备好的浮潜工具（免费提供）。您可以一边吹着海风，一

边听教练讲解潜水技巧、潜水用具使用方法、应急措施等相关知识。之后今天的潜水模式正式开启，您可

在教练的指导下自由浮潜，尽量不要单独行动，避开礁石。不会游泳的亲请穿戴救生衣或向教练寻求帮助。

12：00 午餐：船上用餐，边观赏海景边用午餐，海风拂面，轻松惬意。

13：00 前往下一个潜水点浮潜.海床很浅您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珊瑚，邂逅悠闲的热带鱼群，清澈的玻璃海水，

海下绚烂的生物景观将是一场难忘的视觉盛宴。

温馨提示：木船上有更衣室和淡水冲凉。请务必携带泳衣、毛巾等自用品，做好防晒哦~

14：30 乘船前往香岛，上岛后可自行游玩，岛上也有淡水可以冲凉，后乘坐香岛缆车返回富国岛。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2 小时

16：00 乘车返回酒店，自由活动。

行驶距离: 约 28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0 分钟 |

温馨提示：

为了您的安全考虑和游玩效果为您安排较大的船只，需要其他客人一起拼船。如果您实在不想拼船，请您一定

要提前联系客服，我们会为您特别安排（单独乘船的费用，需要另外支付的哟），如果您没有联系客服说明，我们

会按照拼船接待。

08：30 酒店自助早餐（如房间不含早餐，敬请自理）

自由活动，您可以在酒店游泳池自嗨一会儿，亦可以在周围闲逛......

11：30 请自行办理退房手续，国际酒店的退房时间通常为中午 12 点前。

12：00 司机师傅将在市区酒店大堂接您，送您前往珍珠岛度假村的酒店大堂，请自行办理珍珠岛度假村入住相关

事宜。

行驶距离: 约 35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5 分钟

温馨提示：国际酒店的入住时间为中午 14 点后，您可以在珍珠度假村办理完入住后，将行李托管给前台，14 点前

您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入住需要在 14 点后，敬请知悉。

13：00 自由活动。

富国岛中心-珍珠度假村

用餐 早餐: 自理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富国岛珍珠度假村



17:30 晚餐自理。

⊙ 睡到自然醒，酒店用早餐。（如房间不含早餐，敬请自理）

⊙ 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全天自由活动，放弃传统旅游方式，根据自己需求和兴趣自由选择。

⊙ 您可以有多种选择，在酒店休息，亦或是到酒店周围闲逛。

游玩攻略：

珍珠游乐园

富国岛珍珠游乐园，占地面积 17 万平方米。游乐园的建立为富国岛旅游注入新的活力，2014 年 12 月在此举办了越

南小姐大赛，此为越南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会。园内现代化的游乐设施，高端大气、唯美梦幻，媲美迪士尼乐园。这

里是富国岛之旅必须的打卡地哦！

游乐场里您可以尽情享受里面的所有水陆游戏设施：

室外游乐区——云霄飞车, 巨型摩天轮, UFO 飞盘, 高空旋转, 翻天飞鹰, 碰碰车等各种精彩刺激游戏

室内游乐区——5D 电影院，合式各样的大型电玩等。

水上世界公园——大型的室外游泳池，多种水 上游戏高空快速滑水道，懒人池，海浪池等。

温馨提示：富国岛的珍珠游乐园基本不用排队哦~如果您提前结束游玩，旁边有一家 CASINO 娱乐城（18 岁以下不

能进入），步行约 15 分钟，是富国岛一处著名赌场，设施包含 100 个轮盘赌桌、百家乐、黑杰克、扑

克桌、Sic 博和 1000 台老虎机、KTV、VIP 游戏场和私人太空赌场等。

珍珠度假村自由活动

用餐 早餐: 自理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富国岛珍珠度假村



⊙ 睡到自然醒，酒店用早餐。（如房间不含早餐，敬请自理）

⊙ 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全天自由活动，放弃传统旅游方式，根据自己需求和兴趣自由选择。

⊙ 您可以有多种选择，在酒店休息，亦或是到酒店周围闲逛。

游玩攻略：

SAFARI 野生动物园

越南最大的野生保护动物园。动物园分两个区域，一个是野生动物园区域，一个是开放式区域，富国岛 SAFARI 野

生动物园不仅是作为观赏性动物园，还具备保护和繁育濒危野生动物的科研教育功能，在这里您将科研与大自然的

朋友们亲密接触，寓教于乐让孩子们打开视野增长知识。园内还有组织各种动物表演、喂养动物等活动，丰富有趣。

GALINA 热矿泥浴（靠近富国岛中心）

GALINA 环境优美，靠近海边，可以一边享受矿泥浴一边欣赏壮美的海景。这项富有越南特色的体验项目是一项老少

皆宜的休闲项目。富含氯化钠硅酸盐的矿物质泥浆采自 100 多米地下，涂满身体浸泡 20 分钟后，洗净再泡温泉水，

对皮肤有排毒和修复的作用。同时其他矿物质含量丰富，对人体健康有益，有助于睡眠，消除一身的疲劳。景区还

用拥有各种 SPA 水疗、游泳池、休闲区域等。

珍珠度假村自由活动

用餐 早餐: 自理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富国岛珍珠度假村



酒店早餐：根据通知航班，请合理安排早餐时间（如房间不含早餐，敬请自理）。

航班信息：根据各城市的具体航班时间登机返回中国，踏上归途。圆满结束此次【亲子游·富国岛】之旅，期待与

您的再次同行。

前往机场: 行驶距离: 约 4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50 分钟

温馨提醒：国际酒店通常退房时间为中午 12 点，请合理安排您退房时间，敬请知晓

午餐和晚餐：方便游玩，敬请自理。

此天根据您的回程航班时间，请您提前 2.5 小时在酒店大堂集合，我们将会安排司机师傅和车子送您前

往富国岛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费用包含：

★ 交通：富国岛机场-酒店往返接送；中心酒店送往珍珠度假村的车程（具体车型按照实际人数安排）

★ 住宿：2晚富国岛阳东镇酒店+3 晚珍珠度假村酒店

★ 用餐：酒店早餐

费用不含：

★ 机票：中国到富国岛的往返国际机票

富国岛-中国 参考航班： 待告知

用餐 早餐:自理 午餐: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无



★ 个人护照工本费

★ 境外旅游意外保险（建议出行前自行购买）

★ 越南旅游签证费用

★ 个人消费、医疗费、行程以外的景点门票等其他费用

★ 交通延阻、罢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所导致的额外费用

温馨提示

1、国际机票如何预定？

★ 通过我们的平台预定。

★ 自行查找国内各大机票预定网站或者拨打所在城市机票代理电话，预定中国至富国岛国际机票。

2、越南签证相关问题

★ 另纸签证： 我们可以帮您代办另纸签证。

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

停留时间：仅限单次入境，最多停留 30 天

办理时间：2个工作日，从您提交信息后的第二天开始算工作日，我们办理好另纸签证页后，会用

顺丰快递给您回邮并告知您，请您提供有效的收件地址并确保有人可以接收快递。签证

办理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包含快递签证需要花费的时间哦。

所需提供的相关资料：

护照首页照片（入境时剩余有效期达 6个月以上；请您一定要仔细检查）

一张白底彩色电子照片

需要提供具体的入境口岸

我们收取的另纸签证费用

★ 落地签：准备好相关资料提供给我们，我们来为您办理落地签批文，您收到后打印下来带到越南，落地后自行

办理。（一旦申请，不可取消）

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30 天

停留时间：仅限单次入境，最多停留 30 天

签证费用：35 美元（自己携带入境的时候交海关办理，）

办理时间：当天（人多时需排队）

所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办理流程：

护照原件（入境时剩余有效期达 6个月以上，请您一定要仔细检查）

一张白底彩色电子照片

告知我们您的入境时间、入境机场，即可办理。我们会为您免费提供入境表格。

办理流程：落地后在机场填写签证申请表—交费 35 美元—在旁边柜台领取签证



提供落地签的各个表格的照片及需要如何填写我们会在您预订后详细告知。

备注：落地批文可入境越南五个国际机场：河内、岘港、芽庄、胡志明、富国岛。越南落地签必须凭批文办理，

如果没有批文，则无法直接在越南境内办理落地签。

如需一个月多次，三个月单次，三个月多次签证，请与我们的客服联系。

我们收取的落地签批文费用

★越南签证注意事项：

客人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就要告知我们具体的出行日期。使馆会根据客人的申请日期开始，给 1 个月的有效期。

例如：客人申请的签证有效期为 6月 1日，就说明，客人只能在 6月 1日-7 月 1日之间停留在越南，如果 6

月 1日入境，可以停留一整月，如果 6 月 20 日入境，则只可以停留 10 天。有效期等同于停留期。

3、关于境外的旅游意外险（我们建议一定要购买）

★ 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购买。

★ 自行通过各种保险渠道根据个人情况购买

4、报名详情可咨询各城市旅行社门市或旅游网络平台。

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行程仅为日常参考行程，并非出团之前的确认行程，可能会由于航班或交通有所调整，具体行程以最后出团

通知为准。

★因航班变化、签注原因或天气等不可控因素，我社保留对出团日期、线路等做适当调整的权力。

★旅游行程中客人房间的安排以两人一间房为标准，若出现单男/单女补单人房差或者加床处理。

★如出现单男、单女不同意拼房或无法拼住的客人请另付单房差，出境领队如无法与客人拼住也需付单房差。

★凡持公务护照，请自行到外事办公室或相关部门开具出国申请表或相关出国证明。

★如持非中国籍护照，请一定核实所做的中国签证是否为多次往返，否则将无法正常返回中国。

★请自愿购买个人旅行意外伤害保险，该保险是不包含的，如不购买纯属个人放弃。

★游客应确保身体健康，能够顺利完成旅游活动。

★明确提示：孕妇不适合长途旅游，建议不要参团，如隐瞒或执意参团出现任何问题将自行负责。

★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社沟通，以免给双方带来不便，谢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