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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之旅
海洋旅遊【越南】
、文化旅遊【柬埔寨】、
神秘的快樂國度· 無煙的世遺城市【老撾】
Vietnam (Hanoi & Ho Chi Minh)、 Cambodia (Phnom Penh & Siem Reap)、Laos
越南 (河內及胡志明)、柬埔寨 (金邊及暹粒) 、老撾
第一天：HONG KONG 香港  HANOI 河內
請指定時間於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坐客機飛往越南首都河內。當地導遊接機後，晚餐，宿酒店。

膳食安排

早餐： 

午餐： 

酒店住宿

河內 5 星級酒店 CROWNE PLAZA 或同級

晚餐： 

第二天：HANOI 河內【西湖、鎮國寺】 陸龍灣【三谷廟 、 三合湖】 下龍灣
早餐後，三合湖(包乘懷舊三板小船)
膳食安排

早餐： 

午餐： 

酒店住宿

下龍灣國際 4 星級酒店 NOVOTEL HALONG 或同級

晚餐： 

第二天：世界自然遺產『下龍灣』 天宮洞、藏木洞  下龍灣皇家娛樂城 水中木偶戲
早餐後，遊覽世界八大奇景之一【下龍灣】(包特色遊覽船)，面積約有4000平方公里，其中散佈超過一千六百
座石林及石筍狀的小島，有龍島、猴島、龜島、蟾蜍島、鬥雞島等；海面上突起的奇形怪狀天然岩石雕刻，相
當生動，而無數個岩洞更創造出一處令人陶醉不已的永恆世界，乘船繞行其中，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妙。
登上【天宮岩洞、藏木洞】，遠眺【風帆石、馬鞍石及著名鬥雞石】。然後前往【下龍灣皇家娛樂城】碰碰運
氣。繼而欣賞越南最具特色的傳統民間舞台戲、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木偶戲【水中木偶戲】(包門票) ，它稀
奇的地方，就在於木戲於水池面上演出，表演者必需長時間浸泡於水中，利用用強勁的臂力及純熟的控繩技
巧，讓玩偶生靈活現的演出各項傳說故事，其動靜合宜的神態令人拍案叫絕。
膳食安排

早餐： 

午餐： 

酒店住宿

下龍灣國際 4 星級酒店 NOVOTEL HALONG 或同級

晚餐： 

第三天：下龍灣  河內  胡志明陵紀念堂  聖約瑟大教堂  國家歌劇院(外觀)  老撾
早餐後，臨車返回市區，參觀胡志明陵，包括陵寝、高腳屋和博物館，1975年8月落成，是胡主席長眠之處，
一方面為了銘記主席的恩德，另方面讓各界人民和國內外遊客瞻仰主席遺容。然後參觀聖約瑟大教堂，遊畢國
家歌劇院(外觀)驅車往寮國古都老撾首都永珍(萬象)。
膳食安排

早餐： 

酒店住宿

永珍 4 星級酒店

午餐： 

晚餐： 

或同級

第四天：塔鑾寺(金色大聖塔) 凱旋門  沙格廟 
早餐後，參觀首都永珍地標建築【塔鑾寺】(金色大聖塔)，傳說中釋迦牟尼佛祖的胸骨所在地，老撾人最尊敬的
寺廟。 走入最古老及最完整的沙格廟，一睹6千餘座大小不一的佛像。繼而遊覽【凱旋門】，它的四面是拱形門
與雕飾，遠看像法國巴黎的凱旋門。但在它的拱門基座上是典型的老撾寺廟雕刻和裝飾，充滿佛教色彩的精美
雕刻，展示了老撾傳統的民族文化藝術。走入最古老及最完整的【沙格廟】，一睹6千餘座大小不一的佛像。
膳食安排

早餐： 

酒店住宿

永珍 4 星級酒店

午餐： 
或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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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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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永珍  萬榮  南松河  紅鐵橋  鐘乳石佛洞
早餐後，驅車前往外國人的度假勝地萬榮 Vang Vieng (車程約4小時)，山清水秀的度假天堂，以眾多的石岩洞
山(鐘乳石奇景)而著名，有小桂林山水之美譽。抵達後於【南松河】(老撾小桂林美譽)紅鐵橋欣賞兩岸山水景致,
觀看當地特色滑水梯、水泡漂浮活動。繼而遊覽【鐘乳石佛洞】
，洞內的鐘乳石奇景各有其不同風韻，乘遊船前
往老撾人稱的佛國仙境「唐丁古洞」
，觀賞石灰岩洞內三千尊佛像，回程更可細味湄公河夕陽美景。
膳食安排

早餐： 

酒店住宿

萬榮 4 星級酒店

午餐： 

晚餐： 

或同級

第五天：萬榮  龍坡邦  香通寺  光西瀑布  夜市步行街夜市食街 (一口價美食街)
早餐後，驅車前往世界文化遺產、第二大城市【龍坡邦】，參觀藝術與宗教融合，最華麗又代表性的寺廟【香通
寺】
，欣賞幾乎觸地的獨特三重飛簷建築，及老撾人視為神牆的彩色馬塞克鑲嵌而成的生命樹圖案。 登上普西
山，360度俯瞰龍坡邦全城及湄公河景致，綠林中混合井然有序的傳統老撾寺廟和法國殖民帄房，蔚為奇觀。前
往著名的光西瀑布，碧綠潭水如美玉鑲嵌在淡淡清香的山野之中，如夢似幻，夏季時份到訪，奔騰的瀑布一瀉
而下更為壯觀! 更有機會一睹外國遊客蕩繩跳水的有趣奇景。

‧ 乘遊船前往老撾人稱的佛國仙境「唐丁古洞」
，觀賞石灰岩洞內三千尊佛像，回程更可細味湄公河夕陽美
景。
‧ 踏足有老撾神山之稱的山頂，四周群山環抱、煙波浩渺，頓時感受到大地在我腳下的氣慨。

第二天：ANGKOR THOM 吳哥城 - BAKHENG HILL 巴肯山 at sunset
早餐後，乘專車往參觀【勝利門】及【北城門】，然後參觀古時判官及麻瘋王雕刻建築之【當代法院遺跡】。佔
地植廣之【吳哥窟遺跡】(小吳哥窟)，東西長1,000餘公尺，南北寬800多公尺，周圍有一條寬約200公尺私城壕與
護城河環繞。午後參觀建於12世紀未老梵音的【塔普倫廟】(「盜墓者羅拉」拍攝地),尊奉婆羅門教及佛教,廟門
口的圍牆更有一棵巨大的樹木盤結著,視為奇觀。傍晚前往【巴肯山】觀賞日落 (由於路況十分陡峭，請客人量
力而為)。晚宿於同上。
After breakfast, Angkor city tour include: North Gate of Angkor Thom and Victory Gate, Angkor Wat, Ta Prohn, Neak Pean
Temple. Visit Phnom Bakheng at sunset. Return transfer to hotel by coach.

膳食安排
酒店住宿

早餐：
午餐：
Sokha Angkor Hotel & Spa, Siem Reap

晚餐：

第三天：THOMMANON 通瑪農神廟 –CHAU SAY TEVODA 周薩神廟- BANTEAY SREI 女王 –
BANTEAY SAMRE
早餐後，驅車前往唯一一座保留最原整的建築物【女王廟】，它就如在神秘叢林中隱隱可見的以殿一樣，故被稱
為“叢林之珠”
，當中被稱為「東方蒙娜麗莎」的亞撒拉女神雕像之精細雕刻，最為令人嘆為觀止。黃昏時刻到
達寧靜的小寺廟 Banteay Samre。紅色的石砌在夕陽映照下，顯得特別溫軟。晚宿於同上。
After breakfast, Angkor city tour with an English speaking guide, visit Thommanon, Chau Say Tevoda, Banteay Srei Temple,
Banteay Samre & Banteay Samre. Return transfer to hotel by coach.

膳食安排
酒店住宿

早餐：
Sokha Angkor Hotel & Spa, Siem Reap

午餐：

晚餐：

第四天：ANGKOR THOM 吳哥城 - ROLUOS GROUP 羅洛士遺址群
早餐後，參觀繼而前往參觀九世紀建造的【羅洛士遺址群】，當中包括三個寺廟巴孔寺、羅蕾寺、比列科寺。午
後隨導遊專車(快速公路，約5小時) 往金邊，晚宿於同級。
After breakfast, city tour to visit the Roluos Group - Bakong , Lolei and Preah Ko. In the afternoon, transfer to Phnom Penh
with private coach.

膳食安排
酒店住宿

早餐：
午餐：
Intercontinental Phnom Penh Hotel, Phnom Penh

第五天：PHNOM PENH 金邊  HONG KONG 香港
早餐後，驅車往機場，自行乘坐港龍客機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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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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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安排
酒店住宿

早餐：
--

午餐：

晚餐：

 行程完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上述行程謹供參考，此行程因路況崎嶇，交通情況或超出預算。如有任何變動，均視乎天氣、航班時間、交通情況等，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Final itinerary is subject to local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company’s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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