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One Style Tour 異數風格旅行社 2012 美感之旅 

移動的 Villa 
北越下龍灣遊船頹廢之旅Violet 五日 

報價適用至 2012 年底止，聖誕新年春節除外 

 

什麼樣的地方？ 

  從 1990 年代中期逐漸開放以來，北越迅速成為亞洲新

興的旅遊目的地。首都河內具有千年歷史，曾是法屬印度

支那殖民首府，經歷法國政府大規模的都市建築計劃，現

今河內仍保有美麗的法式建築和咖啡文化、混血料理，以

帶有滄桑卻仍生生不息的強韌美感，吸引許多歐美觀光客

到訪。 

  除了河內，越南北部下龍灣的獨特海上風景也聞名世

界。美稱「海上桂林」的下龍灣國家公園列名 UNESCO 世界遺產，在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

海域內，近兩千個石灰岩柱構成的大小島嶼星羅棋布，無數的岩洞內有著鬼斧神工的鐘乳石

景可供探索。也由於島嶼密佈，下龍灣通常平靜無波，非常適合遊船航行。所有前往北越的

旅行團幾乎都會安排下龍灣的遊船行程，通常以一日遊的形式、四至六個小時行船欣賞風景

並吃海鮮午餐。下龍灣港邊有無數大小船隻提供這樣的服務，其中許多船隻擁有簡陋臥艙可

供遊客過夜，但大多僅為兩天一夜的行程。 

  觀光客伴隨而來的是—下龍灣近海區域人滿為患、船隻擁擠污染嚴重，海水黃濁。只有

離岸較遠區域能有碧綠清澈海景、也較無船聲喧囂，但需要較長航行時間方能到達，因此開

始有了在船上過夜的遊程。

移動的 Villa－下龍灣遊船頹廢之旅行程是異數風格旅行社首創並於 2009 年三月首次出團 



 

 
什麼樣的遊船？ 

  不過一兩年的光景，現在下龍灣過夜船隻已經有許多船隻達到國際水準：臥艙面積平均

13-14m2（四坪）左右，主要客層為歐美高單價旅客過夜，而亞洲旅客幾乎很少上這種船─

─直到本公司於 2009 年在台灣旅遊市場掀起「移動的 Villa」風潮，一時之間中港台出發的

北越團如果沒有在船上住一夜，那還真是難以想像。 
  抄襲者日眾，卻無人能掌握我們獨創的「移動的 Villa」精髓：那便是「包船獨享」的

船隻不可太大，「反客為主」除了我們以外再無別團客人、允許隨時修改行程的彈性，也才

有可能進行稍長天數航行、到達一般遊客罕至的海域，在那裏不論是行船欣賞風景或自己划

獨木舟的體驗都會令人難以忘懷。 

  2009 年 11 月啟用的 Violet，是下龍灣有史以來硬體設備最佳的遊船。船身 38 米長、9
米寬，只有六個房間：兩間豪華房 36m2（約 11 坪）、四間套房 42m2（約 13 坪）面積約是

下龍灣一般船隻的三倍，均擁有空調冰箱、按摩浴缸與私人陽台、內建 HD 藍光電影系統。

公共區域包括餐廳酒吧與 Lounge、Spa 房與健身房等，船員們服務殷勤親切。 

  由於 Violet 水準遠遠超過下龍灣其他船隻，本公司自 2011 年起只提供 Violet 給客戶參團 
（公司行號獎勵旅遊可依人數與預算選擇 Violet 或其他船型，請聯絡我們量身規劃行程） 

 

 
  船公司特別為我們設計三天兩夜行程，造訪遊客罕至的海域。行程悠閒取向，可隨客人

意願調整，船上專屬廚師每日向漁家採買新鮮漁獲，兼用東西方廚藝手法精心烹調，並全日



無限量供應咖啡、茶、新鮮果汁及啤酒。 

團費報價（以下均可刷卡） 

豪華房型 36m2（二間）二人一室每位 NT$ 61,900，全程單人房加價每人 NT$ 15,000 
船尾套房 42m2（二間）二人一室每位 NT$ 63,900，全程單人房加價每人 NT$ 19,000 
船頭套房 42m2（二間）二人一室每位 NT$ 66,900，全程單人房加價每人 NT$ 21,000 
八人成團，不論最終人數為何均為統一價。十月到四月旺季加價每位 NT 3,000 元。 
河內期間團費包括：越航經濟艙團體機票河內來回含稅金、

團體簽證、旅責險，Metropole 飯店貴賓樓層 48m²（約 14.5
坪，見右圖）房型二夜，包括 Lounge 飲料隨時暢飲、下午 
茶與香檳雞尾酒時間。 
包船期間團費包括：三天兩夜包船行程費用與所有早午晚

餐、船員與當地導遊司機小費，遊船期間咖啡、茶、現打果

汁等 
飲料與啤酒無限暢飲、晚餐則含葡萄酒。因美元匯率走低， 
2011 年本公司獨家贈送鐘乳石洞 BBQ 晚宴。 
*  本公司領隊隨團服務，照例不收小費。 
*  若機票稅兵自理，以上費用可扣除每人 NT$ 8,000。 
不包括： 
*  新辦護照費用、船上按摩服務，晚餐時間外的酒精性飲料。 
*  昇等商務艙每人加價須視出發日期另行報價。 

訂金：確定訂船須有至少 8 位參加者、每位繳交訂金 NT$ 20,000。 
取消費用：出發 61 天前取消費用每人$5,000，60-31 天內取消費用每人$10,000，30-21 天
內取消費用每人$15,000，20 天內取消費用則依照定型化國外旅遊契約規定。 

本行程與坊間抄襲者的不同，請明鑑： 

1) 異數的風格：團員不必支付任何小費、無購物義務，領隊不推銷自費行程 

2) 移動的貴賓室：遊船期間咖啡茶現打果汁啤酒無限暢飲，晚餐含葡萄酒 

3) 頹廢的重點：包船獨享，船上只有本公司客人，不必配合其他客人，擁有完全行程自主性 

4) 河內住宿最頂級的 Sofitel Metropole 貴賓樓層豪華房，非其他五星級飯店。 



 

詳細行程 （行程細節可能會隨著潮汐與天候而臨時稍有變動） 

Day 1 宿河內 D 

◎ 搭乘越航 13:30 出發班機（免於大清早搭機的辛苦），三小時

航程後抵達河內機場。出關後由 BMW 或賓士專車迎賓，在

車上享用精緻手工巧克力。抵達 Sofitel Legend Metropole 

Hotel 後直接到貴賓室辦理 check-in（宿二晚）。傍晚於游泳池

畔的美麗 SPA 中心內享受 30 分鐘腳底按摩。 

◎ 超過百年歷史的 Metropole Hotel，在法國殖民時期是歐洲上

流人士最喜愛的聚所，接待世界各國政要名人不勝枚舉，飯

店內保有殖民時期留下的法式優雅風

尚，1995 年成為 Sofitel 品牌旗下全球

第一家「傳奇」系列飯店，可見其無可

比擬的地位。 

◎ 晚餐前到貴賓室內暢飲香檳及雞尾酒，之後步行 100m 前往法國區

中最時髦的聚所。這家餐廳的老闆出身李朝王室後代，牆上懸掛許多

舊朝照片，並以珍貴的李朝瓷器裝飾打造優雅懷舊的氛圍。此處菜單

匯集越南及國際料理，在品嘗精緻套餐的同時，欣賞越南傳統樂器的

專屬私人演出。 

Day 2 宿河內 BLD 

◎ 早餐後由中文導遊帶領乘車進行市區觀光，前往參觀巴亭廣場、胡志明故居或紀念館等著

名景點。 

◎ 河內舊城中到處可見當地民眾在塵土中大啖烤肉米線、鱧魚鍋、春捲等，雖然風味獨特，

然而衛生與環境令人不敢恭維。2010 年起法籍名廚 Didier 紀念越籍岳母的新餐廳，終於可

以讓人放心品嚐三十六條古街中的道地小吃了：這棟別墅原是興建河內歌劇院的法國建築

師私人宅邸，我們將在這裡舒適環境中品嚐的「36 條街套餐」，包括充滿媽媽味道的私房

越南菜，經法式精緻廚藝淬煉、昇級高級食材，讓經典北越風味展現新風貌。 



 

◎ 餐後前往河內最適合購物的幾條街，讓大家悠閒地逛街。特別推薦有六十年歷史的 Tan 
My，以精緻的手工刺繡享譽國際，首席設計師分別來自法國及日本，產品包括家居飾品、

漆器、湘繡畫到服飾、珠寶飾品等。 

◎ 下午返回飯店貴賓室，享用下午茶及法式點心並稍

作歇息。在享受飯店設施後回到貴賓室暢飲香檳及雞

尾酒，晚餐則在時髦的 Angelina 餐廳享用年輕主 

廚的新式義大利料理 

 

Day 3 宿船上 BLD 

◎ 早餐後專車出發前往下龍灣（車程 3.5 小時外加休息時間）。中午抵達碼頭，直接上船（宿

二夜），一邊享用迎賓雞尾酒與越式海鮮料理、一面航經無數石灰岩柱如龍牙突出海面的奇

景。餐後搭小船前往驚訝洞，此一佔地 10,000 平方公尺的大型石灰岩洞，是下龍灣眾多天

然形成的地形奇觀中，設

施最完善、也最受觀光客

歡迎之處。船上工作人員

將隨行解說獨特的石灰

岩地質，及洞內奇形異狀

鐘乳石柱的不同傳說。 

◎ 下午在平靜無波的港

灣內划行獨木舟探索海島與岩洞。由於大小石灰岩島圍繞，這些海域平靜無波如同內陸湖

泊，而獨木舟品質新穎安全，就算沒有經驗與強健體力，亦可輕鬆享受泛舟樂趣。今晚在

船上享用海鮮晚餐，餐後於甲板觀賞滿天星斗或於 Lounge 小聚。 

Day 4 宿船上 BLD 

◎ 清晨醒來雲霧環繞，窗外風景彷若潑墨山水畫，於船上

享用豐盛的自助式早餐或品嚐主廚現煮河粉。若天氣好，

可在露天甲板安排太極拳教學，並欣賞日出美景。晨間前

往漁村，搭乘搖櫓舢舨遊覽水上村落與水上小學，並參觀

漁村博物館，近距離感受獨特的海上生活文化。 

◎ 午餐於船上享用清爽的越式海鮮料理，同時船行前往僻

靜小島，午後騎乘腳踏車穿越明媚田野風光及純樸鄉村

（若不騎腳踏車亦可乘車），抵達當地村莊涼亭享用點心。 

◎ 黃昏之際乘船前往一個神祕的鐘乳石洞，在日落美景下

享用雞尾酒，然後在洞穴內享用精心準備的 BBQ 惜別晚



宴，浪漫燭光輝映著億萬年形成的地質奇觀，讓您體驗一個奇幻國度裡的難忘夜晚。（因美

元匯率走低，2012 年本公司獨家贈送此一鐘乳石洞 BBQ 晚宴） 

 

 

Day 5 BL 

◎ 今早安排攀登英雄島山頂眺望海灣全景，來回登山需半小時，雖然會喘但美景盡收眼底

絕對值得。英雄島為下龍灣一日遊必經之地，為避開大量觀光客人潮，一早先登島後再回

船用早餐。早午餐將持續供應至 11:00 抵達碼頭為止。 

 

◎ 上午 11:00 抵達碼頭，下船後搭車前往河內機場（車程約 3.5 小時外加休息時間），中途

在休息站吃碗簡單的河粉當午餐。約四點抵達機場，搭乘 17:20 起飛班機（2.5 小時航程）

回國。 

 

異數風格旅行社 
◎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30 號 交觀甲 7080 號 品保會員北 1692 號 

Tel : 02-25361314  travel.theonesty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