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假期
FORTUNA HOLIDAY

寮國南北全覽九日遊

寮國南北全覽九日遊
2021 年 11 月 06～14 日
行程特色: 順湄公河而下，一溪村落一溪煙；我們避開川流的背包客與陸客、選走湄公
河中游冷僻卻美麗異常的地下河與溶洞、乘船遊覽四千島嶼區看亞洲水量最大的瀑布；
住宿有特色的好飯店、品嚐道地的寮餐、慎選專業的陪同、細心合理的行程安排、避免
參觀大量廟宇、不吃團餐、沒有購物與自費項目、帶大家享受去蕪存菁的高品質旅遊：
搭兩段國內飛機全覽寮北的壯闊與富饒寧靜的寮南。
桃園機場/曼谷/龍坡邦
第1天
交通工具：飛機
2021/11/06
Sat

早上桃園國際機場出發。PG/CI4910 09:25/12:10,PG945 14:40/16:50 經過
曼谷機場轉機抵達寮國龍坡邦機場。

曾經是寮國王室都城所在地，法國殖民 40 年，因其特殊美麗的城市規劃與
建築而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小小的城鎮被湄公河與康河包圍、沿河漫步於
法國街是一種特殊的感受與氛圍。
晚餐安排河畔火鍋餐。
宿: Muang Thong Hotel

第2天
2021/11/07
Sun

龍坡邦/永珍
早上觀看供僧儀式: 泰國小乘佛教
特殊的僧侶托砵的傳統。
飯店早餐後參觀傳統市場，自由選購

交通工具：巴士

水果、特產。經過傳統木造民居。
搭車赴 25 公里的近郊遊覽美麗的關西
瀑布：處於森林深處的瀑布分為好幾
層，極類似九寨溝，但相對清幽。還
有黑熊救援中心，收養許多亞洲黑熊。中午享用寮國燒烤風味餐。寮國寺
廟有其特色:屋脊正中有 5-17 束火燄般的裝飾、特殊的屋簷，一看就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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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火燄數愈多表示廟的等級愈高。
黃昏搭機赴首府永珍，QV104 18:15/19:00。
宿:Viengtien Plaza Hotel

第3天
2021/11/08
Mon

永珍/崑崙洞(Kong Lor cave/317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車南行進入石灰岩山區，風景
美麗，號稱寮國的”下龍灣”。乘小船(3 人一艘)遊覽長達 7.5km 的地下河
溶洞，時而涉水上岸去欣賞鐘乳石、多數時間在黝黑的石洞間隨舟滑動，
靠著頭燈探險。抵達洞底再去尋訪桃花源般的村莊：遺世獨立的地方，以
種植菸葉為生。
投宿於村莊內的度假飯店。
宿: Kong Lo Spring View Resort 或同級

第4天
2021/11/09
Tue

崑崙/他曲(182km)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繼續南行，到中部大城塔克，入住湄公
河畔飯店。
該市擁有許多法國殖民時期風格的官方建築，
別墅和商店。 1943 年，由於法國鼓勵越南移民
到老撾的政策，他曲（Thakhek）人口中有 85
％是越南人。下午步行遊覽老城區，體驗當年
法國殖民遺風；飯店臨湄公河畔，享受靜謐風
光，日出日落令人心曠神怡。
宿: Hotel Riveria

第5天
2021/11/10
Wed

他曲/百細(330km)
交通工具：巴士
百細是占巴塞省的省會，也是寮國最南端的大城，於 1905 年由法國人所
建，位於湄公河及支流細東河(Se Don River) 交會處。百細在 10～13 世紀
間是高棉吳哥王朝的統轄地，境內有吳哥雄偉的王城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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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遊覽石佛寺：為世界文化遺產，重要
性不言可喻；去過吳哥窟的人一定會覺得
很像， 或者根本一樣， 不過吳哥多是建
築在平地上， 而石佛寺(Wat Phu)是故意建
築於山坡上讓人居高臨下，視野良好。

宿: E-Tu Resort

第6天
2021/11/11
Thu

第7天
2021/11/12
Fri

百細/四千美島(135km)

交通工具：巴士

從北至南
流經寮國
的湄公
河，在接近
寮、柬邊境
的地方，有
約 50 公里
長的河道比較寬。雨季到來時，最寬的地
方達 14 公里，是湄公河在寮國境內最寬的一段「腰」
。旱季河水退落，這
段「寬腰」會出現數以百計的小島。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數量過千，
當地人略加誇張就把這個區域稱為「四千美島」
。搭船在「四千美島」的河
汊中乘穿梭，對岸是柬埔寨。可以在河風吹拂中觀賞湄公河畔棕櫚婆娑、
房屋疏落的景色。運氣好還可能看到伊洛瓦底江豚。
兩人一輛摩托車(約 10 分鐘)遊覽寮國第一條鐵路東德島–東闊島窄軌鐵路
的遺蹟、湄公河第二大瀑布 Somphamith (Li Phi Waterfall)。
宿：Sala Done Khone Hotel

四千美島/百細

交通工具：巴士
遊覽湄公河最大瀑布，也是世界上流量最大
的瀑布。
位於寮國
南部邊
境。寬 10
公里，洪
汛落差
15 米，枯水落差 24 米。瀑布被岩礁分成
兩半，西邊松帕尼瀑布最高，枯水時完全斷流；東邊帕彭瀑布枯水時落差
18 米。孔瀑布湄公河下遊河段的孔瀑布位於寮國和柬埔寨邊界處。這裡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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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河寬 10 餘 km；瀑布落差 15-24m，雨季流量可達 4000m3/s。法國人在
19 世紀末曾在這裡修建船閘、運船軌道和牽引車等設施，用以運送木材和
礦石。40 年代以後，這些設施己全部廢棄而成歷史的陳
跡。下午遊覽咖啡園: Bolaven 山坡地霧氣重陽光不強，是世界上最好的咖
啡產地之一。
宿: E-Tu Resort

第8天
2021/11/13
Sat

百細/永珍 QV212 11:45/13:00

交通工具：巴士
早餐後搭機赴首府永珍:早於西元前 4 世紀已
被建立。
自西元 14 世紀瀾滄王國立國以來，永
珍在十六世紀是寮國的首都和經濟中
心（之前是龍坡邦為避緬甸遷都）
。當
1707 年瀾滄王國滅亡，永珍變成寮國
其中一個分裂小國。1779 年暹羅入侵，
永珍變成暹羅之附庸。19 世紀初永珍
叛亂，卻被暹羅平定，永珍被夷為平地，所有文物包括佛像，皆被洗劫一
空。20 世紀初永珍被到來之法國人修繕，成為法國殖民時代之首府。至二
次大戰後寮國獨立，永珍依舊是首都。
永珍是全球少數設於國界附近
的首都之一，位於湄公河中游，
由一湄公河沙洲相隔著寮國和
泰國。政治，經濟，交通中心。
市中心區域約 70 萬人（2005
年）
，包含週邊區域約 73 萬人，
是一個小而美的都城。
午餐後市區遊覽。參觀地標凱旋
門:它的四面拱形門與雕飾，皆仿自法國巴黎的凱旋門，然而，它卻是在 1969
年時為慶祝寮國獨立而建的紀念碑，代表寮國人追求自主的民族精神，就
像鎮壓在拱門基座之上的寮國典型寺廟飛簷一般，象徵寮國人已真正擺脫
法國人的殖民勢力。
宿: Viengtien Plaza Hotel

第9天
2021/11/14
Sun

永珍/曼谷/台北

交通工具：飛機

早餐後前往機場，PG944 11:45/13:05, CI836 17:50/22:25 搭機經泰國轉機
返回溫暖的家。

※以上所有飯店與航班以說明會資料為準
※寮國落地簽證請準備：1.護照效期 6 個月以上 2.兩吋照片 2 張 3.USD$36./人。(屆
時領隊會從旁協助、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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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的售價有可能隨航空公司的政策調整。（比如只放高艙等機位供訂位）

《價格說明》
售價 NT$72,000. (費用包含往返國際段經濟艙機位，旅行社責任險 500 萬元附加意外醫療
險 20 萬元及行程內所有食宿、交通、小費，無購物) 優秀中文導遊、指定單房價差
NT$20.000。華航商務艙加價差 NT$25,000.。
《報名辦法》
1.線上報名：先進入公司網站 http://www.ftntour.com.tw/ ，找到『富都精選團體行
程』
進入「東南亞館」後找到您要參加的行程，按
2.電子郵件：anna@ftntour.com.tw 蔣小姐
3.電話：(02)2562-8128 倪先生
◎完成報名手續並確認後，請將所需文件:
1.護照正本（效期最少要有六個月以上、護照"持照人簽名處"需簽名）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相片規格（最近六個月內彩色 2 吋白底近照一張）
以掛號郵寄至『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訂金 NT$10,000.》
請以下三種方式請擇一繳付：
★郵政匯票=受款人：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掛號郵寄至上列地址並註明「富都旅行社

周雅琳小姐收」

★銀行匯款=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
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5012-717-318184(ATM 提款機轉帳:代號 006)
★郵政劃撥儲金=收款帳號：19204949
收款戶名：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富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FORTUNA TRAVEL SERVICE CO., LTD.
10459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58 號 501 室
電話:(02)2562-8128 傳真:(02)7701-3158
電子郵件:william@ftntour.com.tw
交通部觀光局註冊編號：交觀甲字第 004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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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TQAA)品保編號：北 0051
公司網址:http://www.ftntour.com.tw/
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ftntour/
富都假期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pages/fu-dou-lu-xing-she-fu-dou-jia-qi/16574347
679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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