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志明-美奈-大叻-芽庄】私家团 5 晚 6 天

充满活力的南越中心——胡志明

美奈，一半海水一半沙漠

古老的渔村，淳朴的越南味道

热情四射的海滨小城芽庄

大叻花城，重温爱丽丝的奇幻梦境

不同的地域，各具风情

只等，你来触摸和品味



关于胡志明
Ho Chi Minh City

越南第一大城市

越南最大的城市，是越南的五个中央直辖市之一，为越南南方经济，文化、科技、旅游和国际贸易的中心。胡志明

市原名西贡，曾经为越南共和国(又称南越)"首都"。197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

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便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风景优美，美丽的西贡河绕城而过，景色迷人。因其不同于首都河内的风格，被越南人民称为"东方明珠"，

是越南人民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城市。因曾受法国殖民统治，胡志明市的经济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多，现今商业发达，

有"东方巴黎"之称。同时城市中处处可见法式和美式风格的建筑物，别有风情的一座城市。

https://baike.so.com/doc/3149469-779275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99551-1690899.html


关于美奈
Mui Ne

轻旅拍之必打卡地

美奈 【一半海水一半沙滩】，一个古朴僻静的小渔村。生活节奏缓慢，当地风情迷人，不仅有漂亮的海岸线风景,

还有掩藏在浓密树林里的仙女溪，甚至还有红沙丘、白沙丘的沙漠风景，跨越海洋、森林、沙漠三大景貌。



关于大叻
Da Lat

法式小清新之城

大叻.花城被誉为“越南私藏的法国”，湖泊、瀑布、松林众多。色彩缤纷的老房子，随处可见的浪漫七夕，满足

所有人在童年时对童话王国的想象。漫步大叻街头，随处都能拍到充满法式风情的美照。

关于芽庄
Nha Trang

宫崎骏漫画中的海边小城

芽庄作为越南旅游的热点城市，近几年受到各国海岛爱好者的青睐。这座位于越南东南海岸的海滨小城，拥有

全越南最好的海滩，绵延数公里，白沙柔软，潮平水清，海底的珊瑚千姿百态。同时芽庄也是越南最适合潜水的目

的地，色彩斑斓的各种鱼类成群追随在潜水者身旁，足以让海底探险者乐此不疲。目前这里已发展成集休闲、度假、

潜水、温泉等于一体的著名度假胜地。芽庄地理位置优越，一面靠山一面临海，距离美奈、大叻、会安等越南其特

色旅游城市交通便利，且每天往返首都河内、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的航班较多。



------------------------------------------------------------------------------------------------

精华推荐
------------------------------------------------------------------------------------------------

珍珠岛海上缆车+游乐园 Vinpearl Land

海上缆车东南亚最长的 3320 公尺跨海缆车，芽庄的标示性景点。可以欣赏脚下美丽的海水，可以观赏芽庄城市全

景、珍珠岛全景、芽庄四岛全景，全程只需 7-12 分钟。



珍珠岛游乐园常被比作“越南迪士尼”“翻版香港海洋公园”“芽庄欢乐谷”，景色宜人，可玩性多。园区分为游

乐场、动物园、植物园、水上世界、城堡区五大区域，娱乐设施包括各种水上项目、过山车、旋转木马、海盗船、

秋千椅、高山滑道等。园内有一个室内大型电玩城，还有海洋馆，馆内有超过 300 种的海洋生物，它们来自不同的

气候区。园区内在不同的时间段还提供各种精彩的动物表演。

A、游乐场 强烈推荐：高山飞车/矿山车

项目：过山车+跳楼机+高山飞车+摇头飞椅+大摆锤+矿山车+滑道

B、动物园 强烈推荐：每天 14:00 趣味的动物表演，小朋友一定不能错过

项目：动物展示园+空中餐厅+鸟园+动物表演

C、植物园 强烈推荐：摩天轮/空中花园

项目：世界前十摩天轮+空中花园+日本园+观海台

D、水上世界 特别提示：水上项目（摩托艇）属于自费项目；如果想体验这个项目请您提前准备好越南盾。

免费项目：大型水上乐园+儿童泳池+人工冲浪池+沙滩+水上城堡

E、城堡区 童话世界，很漂亮，建议重点游玩

项目：海豚表演馆+海底世界+购物街+城堡游乐园（碰碰车、儿童乐园、室内电玩城、4D5D 影院）+水幕表演剧院

快艇出海巡游

芽庄附近岛屿众多，我们只选择当地有名且体验度较好的岛屿推荐：

黑岛——Mun 岛是芽庄最好的潜水海域，这里有 120 平方千米的海洋保护区，海水清澈透明，晴朗天气下海水能见

度达 20 米。船停在浮潜区域，您可以在海中尽情游弋，观看海底美丽的珊瑚丛在水中摇摆，巨大的贝壳悄悄匍匐

在礁石上，海星满不在乎地踱着方步，大大小小的热带鱼在珊瑚间穿梭，啄食着珊瑚上寄生的生物。在这里五彩斑

斓的海底世界将和您融为一体。对于资深潜水者来说，这里就像是个游乐园。透过这一片深蓝，让我们一起去探索

海洋生物的后花园吧。



汉谭岛——又称蚕岛，从空中俯瞰像条绿色的蚕静卧在海面，是芽庄诸多列岛中最具代表性的岛屿之一。岛上郁郁

葱葱，空气清新，随处都透露着一股原始美，各类水上娱乐设施齐全：游泳池、露天吧台、特色餐厅、水上项目等。

特色泥浆浴

I-Resort 矿泥浴景区在 2013 年被评为亚洲最佳建筑奖。景区所用矿泥是采自越南最好的采石场，整个景区的建筑

材料都来自天然，如木头、石头、椰子树叶等，环境优美舒适。矿泥的成分主要是二氧化硅和一些人体所需的微量

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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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ana 私人泥浆浴位于 Amiana（阿米亚娜）度假村内，五星的环境设施，游客稀少，每一个泥浆浴都是私人的包

间，有些包间还能看到海景。这里的私人泥浆浴能享受安静的空间和独到的星级服务，避开拥挤熙攘的泥浆浴景区，

泡个舒舒服服的热泥浆浴，再来一个舒适的越式按摩，高品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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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胡志明（具体航班信息参考所在城市出港信息）

抵达胡志明新山一国际机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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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酒店: 行驶距离: 约 28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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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前请务必确认您已获得越南签证或者越南落地签证的有效批文。

中国-胡志明

用餐 不含

酒店 胡志明

胡志明统一宫-红教堂-中央邮局-网红咖啡公寓-美奈

用餐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美奈



07：30 酒店早餐

08：30 前往统一宫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1 小时

统一宫 Reunification Palace 建于 1966 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的庞大四层白色建筑，前南

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1975 年 4 月 30 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

商会议决定，自 1975 年 11 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如今

是召开政府会议和接待各国元首之地。

09：30 前往红教堂、中央邮局

行驶距离: 约 0.5 公里 | 步行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1 小时

红教堂的名字是缘于它红色的外表，圣母大教堂（Notre Dame Cathedral）才是它的真名。教堂始建于 1877

年，耗时 6 年,为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纪念品。建筑造型匀称，庄严宏伟，两座 40 米高的钟楼塔尖直冲云

霄，是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建造教堂的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至今没有丝毫褪色。在教堂前面的

花园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重达 4 吨的圣母玛丽亚雕像，那是 1945 年罗马教会所赠。

中央邮政局（General Post Office），是越南在法国殖民时期所留下来的美丽建筑，建于 19 世纪末，充

满了浓浓的法式风情。外观乍一看像是一座车站，大厅装饰华丽，墙上最醒目的位置挂放着大型胡志明肖

像。中央邮政局是胡志明市的一个著名地标，您在这里可以给自己、家人或朋友邮寄一张明信片。

10：30 前往胡志明网红打卡地——咖啡公寓

行驶距离: 约 1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45 分钟

咖啡公寓是一栋 10 层高的老公寓，位于胡志明市第一区，初建于 20 世纪中期，1950-1960 年期间

这里还曾是美军的宿舍和办公地。直到 2015 年，这栋公寓才进行整体翻新，但仍保留了不少过往

的生活气息，成为一处新旧并存的文艺空间。这里进驻了几十家不同风格的咖啡馆，从日式手冲、

南洋白咖啡到意式浓缩，不同口味的咖啡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钟情的那款，这栋楼因此被称

作 The Cafe Apartment。

11：30 胡志明用午餐

行驶距离: 约 5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 用餐时间: 约 1 小时

12：30 乘车前往美奈，沿途欣赏南越美丽的田园风光。

行驶距离: 约 20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5 小时

17：00 入住酒店，自由活动，晚餐自理

温馨提示：美奈的游客相对比较少，晚上可以去海边漫步，享受片刻宁静，感受下渔村小城的淳朴风情。

请一定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下水。



07：30 酒店早餐

08：20 前往海边渔村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30 分钟

美奈渔村草屋海风，竹椅棕榈，码头点点渔船停靠海面，感受当地渔民的朴实生活。偶然碰到渔村的渔市，

喧嚣热闹，保存了越南本土的风情。

09：00 游览美奈白沙丘，沿途都是田园风光，视野很开阔。

行驶距离: 约 15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30 分钟| 游览时间: 约 1.5 小时

白沙丘呈新月形，包裹着碧湖绿树，湖上飘着朵朵荷花……沙滩漫步享受宁静，亦或自费乘坐沙滩吉普车

驰聘在高高低低的沙丘，体验沙漠的热情。

10：30 游览美奈红沙丘

行驶距离: 约 1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25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1小时

红沙丘 观赏夕阳的绝佳位置。火红的沙漠和湛蓝的海水交织在一起，真正感受到半是沙滩半是海的美奈。

11：30 游览美奈仙女溪

行驶距离: 约 4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1 小时

仙女溪蜿蜒在红沙丘里的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赤脚走在溪水里，浅浅的水花，细软的红色沙泥，清凉

的溪水，融入自然便是如此随意。

12：30 美奈用午餐

行驶距离: 约 5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 用餐时间: 约 1 小时

13：30 乘车前往花城大叻，从美奈到大叻，一路丛林，一路蓝天。

行驶距离: 约 16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 小时

17：30 入住酒店，自由活动

行驶距离: 约 20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4.5 小时 | 用餐时间: 约 1 小时

18：00 晚餐自理

温馨提示：美奈行程注意防晒，防晒霜、遮阳帽为必备物品哦！

美奈渔村-白沙丘-红沙丘-仙女溪-大叻

用餐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大叻



06：50 酒店早餐

07：10 乘车前往大叻火车站——越南最美的火车站。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20 分钟

大叻火车站，一个设计灵感和造型都特别法国的废弃火车站。抢眼的橘红色+彩色玻璃彰显着古老的异国风

情，同时还保存了复古车厢和车头以及一部分 1928-1964 年间使用的铁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留下

自己的足迹。除了很受小资文青的喜爱之外，本地人特别喜欢来这里拍摄婚纱照。

09：30 乘车前往达坦拉瀑布——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2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2 小时

达坦拉瀑布Datanla 位于大叻的原始森林中。沿着林间小路穿过雨林便可寻见位于半山腰的瀑布，各色蝴

蝶和鸟类，回归原始森林的宁静自然。

11：30 乘车前往大叻天主教堂

行驶距离: 约 5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20 小时 | 游览时间: 约 30 分钟

大叻天主教堂 外观类似欧洲中世纪大教堂，是大叻地区最大的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位置较高处，可以

俯瞰大叻色彩缤纷的房子。

12：30 大叻用午餐

行驶距离: 约 2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用餐时间: 约 1 小时

13：30 乘车前往大叻玛丽修道院

行驶距离: 约 2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0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30 分钟

玛丽修道院 古老的欧式风格建筑，因其艳丽的粉红色造型十分吸引眼球，便成为很多清新美照的专属拍摄地。同

时这里也是一处为孤儿、无家可归者和残疾儿童开设的学校。

14：00 游览大叻最著名的疯狂的房子

行驶距离: 约 2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15 分钟 | 游览时间: 约 1 小时

疯狂的房子 ——“奇特树屋”艺术创意建筑群，设计者为越南前总统的女儿。造型夸张怪异，外形酷似一棵

枯死腐烂的大树，需要通过巨大的树洞，踩着木桩阶梯走进其中。除了建筑外观奇特之外，所有的家具、摆设、装

饰处处充满童话和奇特色彩，如同爱丽丝一般闯入梦境，进入一个梦幻并非真实的世界。

15：30 乘车前往海滨小城——芽庄，沿途欣赏南越美丽风景。

大叻火车站-达坦拉瀑布-天主教堂-玛丽修道院-疯狂的房子-芽庄

用餐 早餐: 酒店早餐 午餐: 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芽庄



行驶距离: 约 14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3.5 小时

19：00 入住酒店，自由活动。

行驶距离: 约 140 公里 | 行驶时间: 约 3.5 小时| 用餐时间: 约 1 小时

19：30 晚餐自理。

芽庄的美食种类繁多，为了满足大家的味蕾，晚餐没有给大家安排，只为给大家时间去寻找适合自己口味

的越南美食。无论是五星酒店豪华自助餐，还是芽庄的夜市和海边的大排档都是值得去体验一把的！

美食推荐：芽庄网红餐厅——第一海鲜自助餐（人均 110 元左右）

芽庄一家大众餐厅，提供自助海鲜烧烤和火锅。食材种类丰富，根据季节不同提供不同的海鲜，如各种

贝类、生蚝、梭子蟹、活虾、棒棒虾等；肉类种类更多，鸡翅、牛肉、鸡胗、牛蛙、五花肉等，配有各

种零食、水果、蔬菜，适合各种人群的口味。露天园林式餐厅，特别适合芽庄海边城市的悠闲；食材新

鲜、干净卫生是一家网红餐厅的基本标准。

⊙ 睡到自然醒，酒店用早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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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提供丰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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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导游会为您做专业而周到的行程安排。

可提供项目套餐：

Vinpearl Land Nha Trang 芽庄珍珠岛游乐园

芽庄最大的大型综合游乐园

集跨海缆车+水上乐园+游乐园+动物园+摩天轮与一体

吃喝玩乐游购娱样样都有

适合带小朋友、大朋友、家庭、情侣、朋友、同学一起出行。

用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 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芽庄

全天自由活动 or 多种一日游套餐自由选

套餐一 珍珠游乐园门票+往返海上缆车+自助午餐套票

（电子票，不含接送） 价格：390 元/人
如您需要安排接送，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



芽庄珍珠岛游乐园是必玩的一个景点，可以说没去过珍珠岛就没去过芽庄。你可以不住在岛上，但是游乐园一

定要去玩一玩，乘坐长达 3 公里的跨海缆车上岛，就像在云端用上帝的视角看芽庄，你的脚下是奔驰而过的快艇，

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漂亮的线条，也可以看远处的青葱山野、海天一线、蓝天白云；登岛以后你可以玩云霄飞车、

矿山车、跳楼机、海盗船、碰碰车、过山车等有趣好玩的游乐项目；珍珠岛游乐园还拥有大型室内电玩城，不用游

戏币免费玩，大型的体感游戏机给你震撼级体验。园区有海豚表演、沙滩、水上乐园、海底世界、动物园、摩天轮、

空中花园、观海台、广场舞嘉年华、音乐喷泉表演；观赏和玩乐的项目丰富多样，一天都玩的很嗨，非常值回票价。

园区有快餐柜台、西式快餐、自动售卖机、咖啡厅、购物店，设施齐全，非常方便。

园区开放时间：08:30-21:00

缆车开放时间：08:30-21:00

水上乐园开放时间：09:00-18:00

水上城堡及沙滩开放时间：09:00-17:30

动物元开放时间：10:00-18:00

海底世界水族馆开放时间：09:00-19:00

园区主要表演时间参考（具体参考游乐园的表演活动时间表，会有临时变动）：

动物园表演：10:30-10:50 14:30-14:50

空中花园：10:00-18:00（周一到周五） 09:00-18:00（周末）

大洋广场人像雕塑表演：13:13-13:45 13:55-14:25 14:35-15:05

海豚广场舞蹈表演：09:00-09:08 10:00-10:08

海豚表演：15:30-16:00（周一到周五） 11:30-12:00 15:30-16:00（周末）

美人鱼表演（海底世界水族馆）：11:00-11:10 15:00-15:10

喂鱼表演（海底世界水族馆）：10:00-10:15 17:00-17:15

水幕音乐表演秀：19:00-19:25

大洋广场嘉年华表演秀：16:15-16:45

海豚广场音乐表演：19:20-20:20

海王宫殿（黄色城堡）开放时间：09:00-19:00

摩天轮开放时间：10:00-19:25（周一到周五） 09:00-19:25（周末）

此行程上午或者下午均可出发，如上午出发，时间为 8:30-13:30，晚餐改为午餐。

14：30 车和导游到酒店接客人，出发前往 SU SPA 传统水疗馆。

SU SPA 是芽庄是非常有名的中医 SPA 馆，该馆结合悠久的中医理疗和专业的按摩手法，给客人带来全新特

别的体验。越南中医理疗最早起源于公元前 2000 年的雄王时代，一直流传至今，经过不断的改良发展，

形成独特的越式疗法。越南中医深受中国中医文化的影响，遵循阴阳平衡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规律，

配合 SPA 水疗专业的按摩，调养身体，放松身心。

15:00 在 su spa 享受午后放松休闲时光——越南传统全身热石按摩（约 80 分钟）

套餐二 市区休闲半日游——SU SPA 全身热石按摩+芽庄购物中心+特色越南菜

包团价格：2-3 人-445 元/人； 4-5 人-285 元/人； 6-9 人-230 元/人； 10 人以上-190 元/人



热石按摩：按摩所用的热石经过特殊加热后，放置在人体的皮肤或经络上。因为热石具有大地的能量，作

用于身体局部和整体系统，通过深层的热传导方式把热力源源不断地输入体内，再经由反射穴点的传导，

对肌肉组织及关节具有激发调节功能。按摩完毕后，店家还会提供茶水服务以及冰凉的莲子糖水，身体舒

爽之余，清凉片刻。

16：30 身体补充完满满能量之后，出发前往芽庄购物中心（NHA TRANG CENTER）。芽庄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

休闲为一体的，芽庄最大的综合性购物中心，该中心一共分为四层，一楼为珠宝、精品服饰类，二楼为特

色精品类，三楼为超市区，四楼为餐饮、娱乐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活动或是购买一些有意

思的特色纪念品。

18: 30 出发前往越厨餐厅（Nhà Hàng Bếp Việt），品尝特色越南菜。越厨餐厅是一家涵盖北越到南越饮食的新

派越式餐厅，既有传统的越南菜肴、小吃，又提供新式的改良越南菜品，每一道菜品都具有越南当地特色，

很受芽庄本地人的喜爱

19：30 晚餐后返回酒店，自由活动。

07:30-08:30 酒店接客人。

车和导游去酒店接客人（07:30-08:00 接距离市区远的酒店，08:00-08:30 接市中心的酒店），导游携带客人

名字信息的牌子在酒店大堂等候，拼团产品，导游按照酒店顺序通知各位客人接车时间，请准时在酒店大堂等候。

接送差价说明：2 月份旺季期间不执行 15 元/人的接送，如果客人住在南部沿海及机场酒店，需要补车费：4 座车

50 万越南盾，7座车 70 万越南盾，16 座车 90 万越南盾。

08:30 前往黑岛。

出发前往码头，乘坐品质快艇或者特色木船前往黑岛，海上兜风，快艇体验海上速度与激情，木船则体验芽庄

特色的悠闲慢节奏。黑岛是芽庄四岛中海水最漂亮的海岛，也是珊瑚和鱼儿最多的海岛， 我们将先登岛（如果天

气不好将不上岛，直接浮潜），你可以凹照型拍拍照，40 分钟后我们将集合上船出发去附近的海域体验浮潜和深潜。

10:10 黑岛浮潜/深潜。

抵达黑岛浮潜海域，我们给您提供专业的浮潜用具，指导您如何使用，然后进行浮潜，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保护您。可补差价升级深潜套餐，至少提前一天预订。

11:10 燕岛浮潜。来到第二处浮潜地点，也就是燕岛（东谭岛）开始浮潜。

12:00 享用午餐。前往燕岛（也称东谭岛）用午餐，午餐后我们组织钓鱼，或者自由浮潜，燕岛海域海水清澈透明，

珊瑚鱼儿多，浮潜和钓鱼体验都非常棒~

13:30 前往汉谭岛。

套餐三 芽庄三岛游之黑岛+燕岛（东潭岛）+汉潭岛（蚕岛）一日游

散拼价格：285 元/人



汉谭岛是芽庄四岛中设施最完善的小岛，岛上有众多丰富多彩的娱乐设施，还有异国风情的歌舞表演，2400

平米的泳池，清澈透明的海水和海滩，水果自助大餐，越南传统手工艺展示村等。感兴趣的亲们可以自费参加海底

漫步，潜水，摩托艇，香蕉船，海上拖伞，香蕉船，机械冲浪板，潜水鲨鱼等刺激好玩的水上项目。

16:00 乘快艇或木船返回码头。

费用包含：往返交通、快艇或木船、导游、黑岛+蚕岛上岛门票、浮潜用具和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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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09:00 酒店接客人。

车和导游去酒店接客人，拼团会依次前往各酒店接客人，所以到达酒店的时间不一致，请大家耐心等待哦！

09:00-09:30 出发参观芽庄大教堂。

芽庄大教堂，这个哥特式的教堂建于法国殖民时期，有着色彩鲜亮的玻璃窗，矗立在一个小山丘上，可以看到

整个芽庄火车站，水泥砖结构给人一种高雅别致的感觉，很多本地的青年都爱来此拍婚纱照。

09:30-10:00 前往沉香塔广场参观，海滩拍照。

世界沉香看越南，越南沉香看芽庄。沉香塔广场位于芽庄市中心，广场旁边就是沙滩和大海，可以直接看到对

面的珍珠岛，天气好的时候拍照很好看。

温馨提示：沉香塔并不卖沉香，想购买沉香的亲们请到市区的沉香店咨询购买，切勿冲动消费。

10:00-10:40 前往占婆塔参观。

芽庄占婆塔是公元 7世纪时建造的神庙，这里曾经是古代占婆古国文化的中心。

10:40-11:40 参观五指岩（也称钟屿石岬角）。

五指岩（钟屿石岬角），这里曾经是电影情人的取景地，也叫红石角，这里有着芽庄最好的海景 VIEW，幸运的

话还可以碰到景区的传统音乐表演，这里的咖啡厅也非常棒。

12:00 享用午餐。

13:30 前往 I RESORT 泥浆浴，体验 I RESORT 热泥浆浴和温泉。

在芽庄最好的泥浆浴景区 I resort 热泥浆浴，使用泥浆浴，热热的泥浆浴泡着很舒服很好玩，看起来脏脏

的泥浆洗完以后全身都变得白白的，滑滑的，是芽庄最特色必体验项目。

16:00 一日游+矿泥（含午餐）行程结束。送客人返回酒店，结束行程。

套餐四 芽庄市区一日游 —大教堂+沉香塔+占婆塔+五指岩+I Resort 泥浆浴

散拼价格：350 元/人



费用包含：往返交通、导游、门票和午餐

温馨提示：

此行程为性价比较高的散拼行程，如果实在不想拼团，请您在选择之前一定要提前联系客服，我们会为您特别

安排（单独用车和导游的费用，需要另外支付的哟），如果您没有联系客服说明，我们会按照散拼团接待。

08：30 酒店自助早餐

全天自由活动。您可以在酒店游泳池自嗨一会儿，亦可以在周围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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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芽庄金兰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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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南·胡志明-美奈-大叻-芽

庄】5 晚 6 天之旅，期待与您的再次同行。

芽庄-中国

用餐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不含 晚餐: 不含

酒店 无



费用包含：

★ 住宿：1晚胡志明+1 晚美奈+1 晚大叻+2 晚芽庄酒店；酒店为 2人标准间，如产生单房差需补足

★ 用餐：五早三正餐；早餐为酒店早餐，正餐以每个餐厅提供标准为准

★ 门票：所列景点的首道门票

★ 交通：胡志明机场-酒店接机和酒店-芽庄机场送机、行程内用车（具体车型按照实际人数安排）

★ 导游：当地优秀中文导游服务

费用不含：

★ 机票：中国-胡志明和芽庄-中国的国际机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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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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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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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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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