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r Code:MMT0605-OP2

6 天 岘港-会安-美山-巴拿山-顺化
(私人游) (2人行)
第一天：吉隆坡 – 岘港 – 会安
（午、晚餐）
• 欢迎来到岘港市，前往会安古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从1999年）之前旅游
团将在海鲜餐馆用午饭然后欣赏越南东海的美景。
• 探索繁华港口古镇，漫步参观会安古镇的景点：中国会馆，庙桥、琎记老房子、福建
寺。接下来，游客继续参观会安丝绸村了解桑蚕弄来蚕丝和手工美术工艺的产品在16
世纪到18世纪。
• 在会安住宿。
第二天： 会安 – 美山 – 山茶半岛
（早、午、晚餐）
• 早餐后开始一天于参观美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占婆古人遗迹的世界遗产。
• 美山圣地–古代占婆文明统治越南中部从2世纪到13世纪。这里是复合区有7个印度教
塔和寺庙造成从2世纪。占婆人以为在这地区有一座山叫猫牙顶，神是在这里保卫他
们，所以这里也是宗教和文化中心。
• 接下来回到岘港。登录酒店休息一会。
• 下午，参观山茶半岛，又称猴子山参观灵应寺 -岘港最大的规模和艺术建筑方面。这
个寺庙最著名是一个观音菩萨站在连荷花上面的雕像，高67米和美溪海滩–世界最魅
力的海滩。
• 晚上用晚餐后自由参观岘港夜景。在酒店住宿。
第三天：岘港 – 巴拿山 – 顺化
（早、午、晚餐）
• 早餐后，导游会接游客去巴拿山站。
• 巴拿山又称是中部的“气候明珠”，在印度支那殖民地时期的旅游中心著名度假胜地
高级之一。
• 有机会乘坐在现代的缆车系统看到巴拿山全景，当您感受可以飞上在蓝天，在云和风
之中就是很神奇和亢奋的感觉。游客会参观一些法国古别墅并吊桥，Nui Chua山–是
巴拿山山顶（高1,487米）。
• 游览巴纳山巨型桥梁,两只巨大的手掌将一座桥梁捧在手心里,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游客慕名而来.沿着这座巨大的金色桥梁,游客可沿途欣赏到巨桥两侧种满的菊花外,
还有雄伟壮阔的巴拿山.
• 游客会一边用午餐一边享受雄伟美景。
• 下午用午餐后，是玩游戏时间在梦想游乐园（Fantasy Park）- 是越南室内游戏区之
三，有些好玩游戏免费可选。参观望月山，在这里我们会参观酒窖，灵应寺，释迦牟
尼佛的丰碑。
• 离去巴拿山到顺化古都。登录酒店然后用晚餐。晚餐后，剩坐游船在香江享受“顺化
旗袍表演”，这是每晚举行的艺术节目。在酒店住宿。
第四天：顺化古都
（早、午、晚餐）
• 用早餐后就退房，然后导游带游客到天姥寺, 是越南最古老建筑结构宗教寺庙。
• 接下来，参观顺化故宫 - 是越南完成皇城的最后朝代（阮朝）建于19世纪初在阮朝
–是越南最后封建制度1802年至1945年。
• 用午饭与休息一会。
• 下午自由参观和买东西在东巴市场。
• 用晚餐后，乘三轮车送游客参观路道在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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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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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顺化古都 – 岘港
（早、午、晚餐）
• 早餐之后就回岘港。在路上会停在海运岭，参观灵古渔村。
• 达到岘港，我们会参观岘港占婆雕塑博物馆于1915年建造，游客可以看到占婆艺术的
美丽和体现长久的雕塑。
• 下午，开始参观五行山。是在越南最有吸引力之地点，在此游客会探索洞神奇穴和隧
道，特别是佛教圣地和许多传奇人物。
• 自由买特产在超市。
• 在回岘港海滩路上乘车在美溪海滩–Forbes承认是世界最魅力的海滩。探索岘港特色
建筑：石船（DHC）、汉江桥、铁龙桥、顺浮桥。。。
• 晚上用当地特色美食晚餐。自由参观岘港夜景。在酒店住宿。
第六天：岘港 - 离境
（早餐）
• 用早餐后就退房。品尝越南特产咖啡，然后转移到机场，进行办理回国的乘机手续。
CURRENCY : RM

HOTEL ( minimum : 02 ADULTS )

VALIDITY

ADULT

CHILD (below 10 years)

2018

SGL

TWN

TRP

-BED

+BED

T/SHARE

01/10 - 31/12

2228

1888

1888

998

1438

1888

01/10 - 31/12

2418

1978

1978

1048

1518

1978

3* - Da Nang: White Snow / Kay / Bay Sydney
Hue: Jasmine / Cherish / Duy Tan
Hoi An: Lantern / Van Loi / Thanh Van 1
4* - Da Nang: Han River / Gopatel / Muong Thanh
Hue: Huong Giang / Green / Park View
Hoi An: Belle Maison / Silk Boutique / Atlas
REMARKS:
The package rates are NOT applied for period of Vietnam National Holidays including: New Year 2019 (31/12/18 - 02/01/19) ,
Compulsory Meal on Christmas Eve has not included (24/12)
NOTE:
1) Package includes hotel accommodation at your choice, transfers and entrance fees as per itinerary
2) Tours are conducted base on ENGLISH speaking guide
3) COMPULSORY guide tipping RM80.00 PER PERSON ( MUST BE PRE-COLLECTED IN MALAYSIA )
4) Includes Mineral Water 02 bottle per person per day
5) VALID for Malaysian market only
6) Full board meals with Vietnamese / Chinese foods (OR pork-free foods)
7) Halal food in a separate Halal food restaurant will be surcharge < +RM20.00 per person per meal >
8) No refund will be given for any tours, meals or other services not utilized by passengers in all packages

NOTE: DEDUCTION FROM 3 PAXS & ABOVE :- (ADULT ONLY)
> 03 - 04 paxs less RM 190 p/pax > 05 - 07 paxs less RM 390 p/pax > 08 – 10 paxs less RM 420 p/p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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