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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4夜/ 5

非常胡志明市

Meet at assemble point and coach transfer to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for flight to Ho Chi Minh City. Upon arrival,
visit to the Cu Chi Web-like Tunnels System which was used
to be the shelters of guerrillas during war against American
troops. Later, transfer to the popular coastal city Vung Tau.

特别安排
❶船游湄公河, 感受水乡文化 ～ 美拖
～

❷越战遗迹 ～古芝地道

~

❸越南滨海城市 ～头顿

~

地道美食
❶越南春卷
❷越式海鲜餐
❸夜游西贡河晚餐

第2天
DAY 2

❹知名 Pho 2000 吃越式河粉
❺美拖必吃 ～ 油泡象耳鱼 + 恐龙蛋
My Tho MUST eat ～ Elephant Ear Fish + Glutinous Rice Ball

酒店住宿
❶全程 3 星酒店 Local 3-stars Hotel
第1天
DAY 1

新山

新加坡

胡志明

头顿

【午/晚】
【
】

集合于指定地点, 前往新加坡樟宜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飞往素有“东
方巴黎”之称的胡志明市。抵达后，出发前往世界闻名的越战遗迹
- 古芝地道，全区纵横 200 公里，被称为·“越共总部”。接着，驱
车前往著名滨海城市～头顿。

头顿

胡志明市

【早/午/晚】
【B/
】

早餐后，参观越南末代皇帝保大的避暑行
宫，接着到远近驰名的耶稣山，这里可以
眺望浩瀚的南海及头顿市全貌。参观天后
宫及鲸鱼庙，鲸鱼被越南渔民视为海神，
庙里保存了传说 100 年前为了救头顿渔民
而牺牲的鲸鱼骨。结束后，启程返回胡志
明市，前往越南最大的滨海市场尽情购物！
This morning, visit to the Summer
Palace of the Emperor Bao Dai, the
Jesus Monument overlooking the
peninsular and the Pacific Ocean.
Then visit to Thien Hau Temple and the Whale Temple.
Transfer to Ho Chi Minh city, free at own leisure for shopping
at Ben Thanh Market!

第3天
DAY 3

胡志明市

美拖

【早/午/晚】
【
】

早餐后，前往朴实的
美拖，这里也是早年
总统夫人的故乡。乘
搭传统的木船悠游湄
公河，河两旁是秧田
及各色果园。登上泰
山岛，品尝不经改良
的各类水果，一边聆
听越南乡间民谣！今
天午餐，品尝泰山岛
必吃的油泡象鱼与恐龙蛋。接着前往历史悠久的永长古寺。
Today, full day trip to the waterway world My Tho, take a boat
trip along the narrow waterways overhung with dense
vegetation and try exotic fruits in one of the many orchards
on Thoi Son Island. For lunch, sample the local delicacy –
Elephant Ear Fish + Rice Ball. Later visit the beautiful Ving
Trang Pagoda.

第4天
DAY 4

胡志明市

【早/午/晚】
【
】

早餐后，前往统一府，原为法国总督的宫殿，后为南越政府的总统
府。接着到市内最著名、最古老的圣母大教堂。然后到战争博物馆
及充满法国风情的百年邮政局。
This morning, visit the former Presidential Palace, the Notre
Dame Cathedral, Old Saigon Post Office and War Museum.

第5天
DAY 5

胡志明市

新加坡

新山

【早】
【 】

早餐后 告别这座美丽的城市 带着美好的记忆乘搭客机回返家园。
After breakfast, bid farewell to these beautiful destinations,
transfer to airport for your flight back to homeland.

○ 自费项目 / Optional Tour
滴滴咖啡 + 三轮车 + 水上木偶 + 河粉
Foot Massage + Trishaw + Water Puppet Show + Pho
RM120 (成人 Adult) / RM60 (小孩 10 岁以下 Child below 10)

航班时间 Flight schedule
出发 Departure :
回程 Return :

Adult Single
成人 1 人 1 房

Adult twin / triple
成人 2/3 人 1 房

团费包含
行程列明景点&餐数, 当地住宿, 来回机场接送 (JB – Changi Airport - JB), 机票和机
场税, 当地导游司机小费

备注
1. 以上价格按 16 成人以上报价, 若不足 16 成人价格另议。
2. 如有突发性燃油费或是税务有任何调整, 我社有权向客人
征收附加费。
3. 以上价格只限持有马来西亚护照者。
4. 行程表所列明的交通、行程、酒店住宿及膳食安排, 将可
能因应不同出发日期而有所变动, 恕可能不及时通知。然而
报名后有所更动的话, 我社将另作个别通知。
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后次序, 以当地地接待社 (地接)
的安排为准。

Half Twin
1 成人+1 小孩 1 房

Child with bed
小孩加床

Child without bed
小孩没床

团费不包含
领队小费, 酒店行李员小费, 旅游保险,
突发性航空燃油附加费, 我社有权向客人征收附加费。
Tour Leader Tipping, Bell Boy Tipping, Travel Insurance, Fuel Surcharge

6. 若天气状况不佳, 额外加选内的景点或活动将不会被取代
且不能退款。若当地旅游景点不开放给旅客参观或游览, 将
安排另一个旅游景点取代。
7. 如果乘搭廉价航空行程不包括机上餐饮, 除非特别备注。
8. 全程由英文導游讲解, 領隊翻譯, 如需其他语言讲解, 必须
在报名时提前通知我社。我社尽可能另作安排。
9. 任何三人房均以折叠床为标准。
10. 建议您参加团体出发旅游购买旅游保险以测安心, 详情请
向您的旅游顾问询问。
11. 确保您的权益, 请详尽查阅我社之报名细则, 谢谢。

旅行团取消手续费
1. 如要取消所预定的旅行团，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 以避免任何
误会。如果本公司于出发的 45 天前收到取消预定通知, 本公司将
征收每人 RM200.00。
2. 如果取消预定通知是于出发前的 44 天或以下获得, 将征收以下
的手续费。
=>若已报名而通知取消 – RM200 (每人)
=>出发前 45 天或以上 – RM1000 (每人)
=>出发前 30 – 44 天通知取消 – RM2000 (每人)
=>出发前 8 – 29 天通知取消 – 50% 旅费 (每人)
***出发前少于 7 天或机票已发出 – 100%旅费 (每人)
***临时缺席者, 不可退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