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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越南柬埔寨7天
世界奇觀遊

Vietnam & Cambodia Highlights 7 Days

ACT109

2015

行程特色 河內  下龍灣  暹粒
世界文化遺產 -【下龍灣觀光遊覽船遊】
越南國粹 -【水上木偶戲】
大型電聲光歌舞秀 -【夢幻高棉】
海景客房讓你足不出戶領略夢幻般的海上桂林
下龍灣雙層觀光遊覽船遊
早餐後遊覽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吳哥窟】
舒筋活絡: 體驗柬式按摩
特別贈送遊覽【天堂島】

團費

Tour Fee

239

$

起

單房差

Single Supp.

保證出發

Guaranteed

Departures

1月: 21
2月: 25
3月: 04、18
4月: 01、15、29
5月: 13、27
6月: 10、24
7月: 08、22
8月: 05、19
9月: 02、16、30
10月: 14、28
11月: 11、25
12月: 09、23

250

$

此優惠價格僅限能以流利
中文溝通的美加澳華人華
僑，其他客人另有參團規
定，請致電查詢詳情。

2歲以下小童免費、2-11歲小童與成人同價 (不佔床位，無早餐)
2-18歲小童 (佔床位，提供早餐) $499
Child Price: <2 years old free, 2-11 years old $239 (without bed & breakfast)
2-18 years old $499 (with bed & breakfast)

您的特約旅行社

團費包含 Package Inclusions
酒店: 全程入住4-5星酒店 (雙人房) 4-5 star hotel accommodation (twin-share)
門票: 行程中列明的景點門票 Admission fee as indicated
膳食: 行程中列明的早、午、晚餐 Meals as indicated
導遊: 專業中文導遊(不保證有粵語導遊)Chinese-speaking tour guide (cantonese is not guaranteed)
交通: 豪華旅遊巴士 Coach transportation
團費不含 Package Exclusions
機票: 國內及國際機票。河內暹粒的單程機票參考價格含稅AUD350/人。請致電查詢。
International ＆ Domestic airfare & taxes

簽證: 簽證費及其他相關費用 Visa fee and it’s service fee
小費(>2歲) : 共AUD85/人，不含行李小費 須於報名時支付

Tipping AUD85/person excluding luggage tip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自費項目(>2歲): 行程中所列明的自費項目，共AUD250/人 (必須參加! ) 須於報名時支付

Compulsory programs as indicated, total AUD250/person (>2 years old) Paid upon booking

保險: 強烈建議購買各種旅遊保險如: 醫療、旅程取消等，保障個人利益! Travel insurance (strongly recommended)
聯誼假期保留因匯率和國內節日接待價格波動而調整價格的權利

請上www.nexusholidays.com.au查閱最新行程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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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河內

梅地亞酒店 5或同級
抵達河內，導遊在機場舉牌接機。隨後帶領各位客人入住酒
店 休 息 。 ( 當 天 免 費 接 機 為 9am-10am,1pm-2pm,5pm6pm,10pm-11pm)建議可在酒店附近品嚐正宗越南特色米粉。
Day 1 Arrive Hanoi
Melia Hotel or equivalent
Welcome to Hanoi! Your tour guide
will be waiting at the airport at
9am-10am, 1pm-2pm, 5pm-6pm and
10pm-11pm and transfer you to
your hotel.

皇家帝國酒店 4或同級
早餐後遊覽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吳哥窟】，在柬埔寨西北方，是吳哥
古蹟中保存得最完好的廟宇，以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12世
紀時，吳哥王朝國王蘇耶跋摩二世希望在平地興建一座規模宏偉的石
窟寺廟，作為吳哥王朝的國都和國寺。因此舉全國之力，並花了約35
年建造。【大吳哥城】是真臘王國吳哥王朝的國都，遊覽【巴戎廟】
又稱拜雲寺、寬闊的【中央大道】和宏偉的【鬥象場】，無不使人聯
想人頭攢動的盛世場景。城牆外就是護城河，城門外各有架有一座橋
，連接城里城外，每座橋採用印度教的神話故事。【空中宮殿】的風
格多方面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須彌山造型來自印度神話，是高棉建
築藝術的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十二生肖塔】是由12座紅土
寶塔排成的，其餘兩座寶塔與直線形成直角。它們象徵性地護衛。據
說人們在寶塔之間拉起鋼絲或索橋，在上面為國王表演。遊覽古代法
寺、【週薩神廟】、荷里活電影“古墓麗影”的外景地【塔普倫寺】，
巨大的樹木盤結在圍牆及廟門周圍，被視為奇觀中的奇觀。午餐後參
觀【木雕藝術中心】。遊覽【小吳哥窟】是吳哥古蹟中最大，保存最
好，知名度最高的建築，因此無孤苦也被作為整個古籍群的總稱。
(早餐、午餐、晚餐)
Day 5 Siem Reap (B, L, D)

巴亭廣場

吳哥窟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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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

下龍灣

下龍灣西貢酒店 4或同級
享用豐盛的早餐後，前往市中的【巴亭廣場】。
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勝利後，胡志明主席在此宣佈
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此後廣場成為越南的政治中心，
是河內的心臟。胡志明是越南共產黨卓越的偉大領袖，
享年79歲。為了紀念胡志明主席，越南黨和政府在巴亭
廣場修建【胡志明陵】，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遺體，以供
後人瞻仰。【主席府】位於位於河內市巴亭郡百草公園
一號(前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府)，是越南國家主席的辦
公所在地。主席府大樓是一棟法國式4層建築，越南大部分
重要的外事活動都在這舉行。午餐後參觀【河內軍事博物館】
屬河內國家級國家級六家博物館之一，該處有著名的河內旗台
古老建築，又稱「旗桿塔」，專作升旗之用，也被列
為國家文化遺跡。然後前往【三十六行街】，
自費乘坐【人力三輪車*】遊覽。早在
暹
150年前，三十六街已是越南比較大的貿易市
粒
場。棉花街、銀器街、錫行街、茶行街等都是
以貨物名稱來命名的。隨後前往世界文化遺產
之一，有海上桂林之稱的下龍灣。
(早餐、午餐、晚餐)
Day 2 Hanoi>Halong Bay (B, L, D)
Saigon Hotel Halong Bay or equivalent
1. Ba Dinh Square
2. Ho Chi Minh’s mausoleum
3. Presidential Palace
4. Vietnam Military History Museum
5. Old Quarter (visit by ricksh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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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Empire Hotel or equivalent
1. Angkor Wat & Angkor Thom+ Bayon+Central Avenue
2. Elephant Terrace+Phimeanakas+Suor Prat Towers
3. Chau Say Tevoda & Ta Prohm+Wood Craft Centre
4. Little Angkor Wat
暹粒
皇家帝國酒店 4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柬埔寨國王行宮附近參觀由聯誼假期特別贈送
的景點【姐妹佛】。此佛民間傳說非常之靈驗，每年柬埔寨
國王和總理都要率領其屬下前來朝聖進香，頂禮膜拜，是東南
亞小乘佛教中的文化精髓。前往【珠寶中心】參觀玉雕及當地
盛產的紅藍寶石。在這裡可選購適合您的手禮，帶給你的家人或伴侶
，表達您對他們的思念和愛意。然後自費【乘船遊覽亞洲最大內陸淡
水湖洞里薩湖*】，參觀當地水上人家。參觀【乳膠保健品中心】，
體驗【柬式按摩*】，晚上自費觀賞盛大電聲光歌舞秀【夢幻高棉*】。
(早餐、午餐、晚餐)
Day 6 Siem Reap (B, L, D) Royal Empire Hotel or equivalent
1. “Sisters Buddha” + Jewellery centre+ Tonlé Sap Lake
2. Cruise+Health Products+Cambodian massage*
3. “Dream Cambodi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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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送機(早餐)
早餐後前往機場搭乘飛機返回您溫暖的家(當天免
費送機時間8am及12pm)。
Day 7 Siem Reap (B) Free airport transfer shuttles at 8am
and 12pm

主席廟

西
貢
下龍灣

下龍灣西貢酒店 4或同級
一邊享用早餐，一邊欣賞美麗的海景。自費搭乘【雙層遊覽船*】，
前往海上游覽著名的海上桂林。下龍灣以景色瑰麗秀美而著稱。石灰
岩溶洞、鬥雞石、頂香爐、貓頭石、狗狼石等1600多個大大小小的島
嶼，落有致的分佈在1553平方公里的海灣內，崢嶸奇特，堪稱奇觀。
聯誼假期特別贈送遊覽【天堂島】(視天氣情況而定)站在海上的最高
點，俯瞰下龍灣的全景，美不勝收的海景，定必令您流連忘返。在船
上享用午餐後，參觀下龍灣【珍珠養殖中心】。晚餐後自費觀賞越南
國粹【水上木偶戲*】是越南傳統的文藝表演，已有一千年曆史，在越
南與國際文化交流上發揮重要作用。
(早餐、午餐、晚餐)
Day 3 Hanoi>Halong Bay (B, L, D)
Saigon Hotel Halong Bay or equivalent
1. Halong Bay Cruise*
Day 4 Halong Bay>Hanoi (B, L, D)
2. Paradise Island
Royal Empire Hotel or equivalent
3. Pearl Central
1. Geology and Mineral Cultural Center
4. Water Puppets Show*
Transfer to the airport and fly to Siem Reap.
Please schedule your flight to depart from Hanoi at 5pm-5: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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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粒

下龍灣 河內暹粒(早餐、午餐、晚餐)
皇家帝國酒店 4或同級
早餐後前往河內途中參觀越南【地質礦產文化中心】。並享用中餐，
然後直接前往河內機場，搭乘越航前往柬埔寨著名的旅遊城市暹粒，
抵達後享用晚餐。請訂5pm-5:30pm起飛的航班。

天堂岛

姐妹佛

自費項目*(必須參加)共AUD250/人，包括: 人力三輪車+下龍灣雙層
遊覽船遊+水上木偶戲+洞里薩湖船遊+柬式按摩+夢幻高棉
Compulsory programs*: total AUD250/person
所有節目安排按當地狀況決定，因天氣或航班原因本公司有權適時調整瀏覽安排
，並且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和解釋權。以上所列酒店倘若已訂滿，本公司有權用
其他同級酒店替換。如因個人原因未能及時會合導遊，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如因個人原因、罷工、天氣、政治因素、戰爭、災難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等因素
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本公司不承擔任何責任。
Nexus Holidays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e itinerary as it sees fit to ensure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tour and to substitute hotels of a similar standard if the hotels listed in our
brochure are unavailable. Passengers must remain with the tour group at all times and must
nor device from the set itinerary. Nexus Holidays acts only as an agent and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aris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incidents or
events over which Nexus Holidays has no contr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