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暢遊︰胡志明市、大叻市  
『閃亮推介』 

走進與捷榮集團友好的咖啡莊園，參觀特別為尊賞假期開放的即溶咖啡生產工場，了解咖啡種植及生產過程。 

 - 了解咖啡豆生長過程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Growing Coffee Beans 

 - 咖啡杯測體驗 Coffee Cupping Experience                                                                                                                                                                                                                                                                                                                                                                                                                                                                                                                         

 - 咖啡拉花體驗 Latte Art Workshop 

 - 咖啡知識教授 Coffee Knowledge Lesson 

到訪城中熱門咖啡熱點，包括登上旅遊網站《Big 7 Travel》亞洲最佳 

  50大咖啡店頭3名的The Workshop Coffee，品味特色越南味道。 

================================================================= 

參觀胡志明市粉紅百年教堂「新定教堂」、「聖母大教堂」及「百年郵政局」。 

走進歷史悠久的「大叻舊火車站」，安排「乘坐懷舊火車」沿途欣賞明媚風光。 

參觀華麗的「靈福寺」，屬寺廟建築中的精品，像一件巨大的鏤空雕刻工藝品。 

領略自然之美「達坦拉瀑布」，沿著林間小路，伴著蝴蝶和鳥雀欣賞泉林風光。 

大叻市參觀世界十大怪奇建築「瘋狂屋」，粉紅教堂「瑪麗修道院」。 

欣賞國寶級文藝表演「水上木偶戲」，領略傳統民間技藝精粹。. 

暢遊胡志明市市內景點︰「濱城市場」、「金融塔」、「統一宮」。 
 
『極致享受』 

乘坐 直航往返胡志明市，倍感舒適。 

胡志明市連續 2 晚住宿 5 星級 Pullman 酒店或同級。 

乘坐內陸航班往返大叻市，並安排連續兩晚優質酒店住宿。 
 
『精選美饌』 

正宗地道越南河粉、大叻地道風味 
特色越式風味 (千里花青龍果涼拌，鹽燒排骨) 
中部料理及民族表演(糯米包魚肉，涼拌牛肉乾木瓜絲，高樓麺) 
中式料理(燒乳豬全體，筍殼魚) 

Tour Code: VVHA05 

《捷榮品味咖啡學院》 
導師隨團分享及指導 

瘋狂屋 

如有關提升乘搭商務客位往返服務，請與本公司查詢。 越南 - 越式咖啡 

出發日期︰2019年 12月 11日 

尊賞假期 與捷 榮 品味咖啡 學院 合作 

品味咖啡之旅 



第 1天 香港胡志明市(越南)~新定教堂(耶穌聖心堂) ~   

聖母大教堂 ~西貢中央郵局 大叻市                      

Hong Kong Ho Chi Minh City(Vietnam) ~            
Tan Dinh Church ~ Notre Dame Cathedral ~            
Central Post OfficeDalat City                            

是日集合於香港國際機場，由尊賞假期專業領隊陪同下，乘
坐國泰航空客機直航飛往越南胡志明市。航機抵達後，展開
市內觀光，然後前往機場乘航班飛往中部高原~大叻市。 
I新定教堂(耶穌聖心堂) ︰超過140年歷史，為法國殖民時期
建築物，於上世紀60年代塗成粉紅色，別具特色。 
I聖母大教堂 : 胡志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於1877年
以紅磚建造，又稱紅教堂，充分表現殖民時期色彩。 
I百年郵政局 : 法國殖民時期在越南的第一間郵政局，已有
百多年歷史，除了售賣紀念品外，依然維持郵政日常運作。 
I中原咖啡︰胡志明市區最廣為人知的咖啡品牌之一，咖啡產
品分有多個系列，濃度以數字區分，數字越味道越濃郁，廣
受國內外人士歡迎。 
I大叻︰越南中南部的高原地區，海拔高度1500米，氣候舒適，
在法國殖民時期是很多官員的避暑勝地，依山坡而建的歐式
房屋讓大叻有「東方小瑞士」之稱。 

早餐    航班上    

午餐    正宗地道越南河粉 

品味咖啡  Trung Nguyen Legend Café(包特色咖啡一杯) 

晚餐    大叻地道風味 
 TTC Hotel Premium (TTC 玉蘭尊貴酒店)酒店或同級 

第 2天 大叻市 ~ OLAM咖啡莊園 ~瘋狂屋 ~瑪麗修道院

(粉紅教堂)~ 大叻夜市                                 
Dalat City ~ OLAM Coffee Estate ~ Crazy House ~           
Domaine de Marie Church ~ Night Market                    

早餐後，前往咖啡莊園參觀，然後於大叻市內觀光。 
OLAM 咖啡莊園︰走進咖啡莊園，了解咖啡豆生長過程。
安排咖啡杯測體驗 Coffee Cupping，拉花體驗 Latte art 及
由專業咖啡導師教授咖啡知識 Coffee Knowledge Lesson。 
 
 
 
 
 
 
 
 
 
 
 
 
 
 
 
 
瘋狂屋︰獲選世界十大怪奇建築，扭曲的建築外觀有如溶
洞中的小屋，奇妙的外觀使其成為極受歡迎的熱門景點。 

I瑪麗修道院(粉紅教堂)︰艷麗的粉紅色造型十分可愛，獨特

外觀和寬闊的三角形屋頂顯得其莊嚴而不失溫柔 

I大叻夜市︰集合了各種特色的小吃，處處充滿驚喜。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西式料理 
 TTC Hotel Premium(TTC 玉蘭尊貴酒店)酒店或同級 

 

 

 

第 3 天 大叻市 ~ 大叻舊火車站(懷舊火車體驗) ~ 靈福寺 

~達塔拉瀑布 胡志明市                             

Dalat~ Dalat Railway Station  (Old Train Tour)~ Linh        
Phuoc Temple ~ Datanla WaterfallHo Chi Minh City                 
早餐後，前往大叻舊火車站，乘坐懷舊觀光火車，遊覽靈福
寺及達塔拉瀑布等景點，稍後前往機場飛回胡志明市。 
大叻舊火車站及懷舊火車體驗︰全越南歷史最悠久的火車
站，1938 年法國殖民時期建造，火車站建築風格和配色洋溢
法式風情。安排懷舊火車體驗之旅，沿途欣賞明媚風光。 
(註︰如遇火車客滿或停駛未能乘坐，將改為於舊火車站內拍照， 

火車行程將以旅遊巴取代。) 

靈福寺︰越南寺廟建築中的精品，整個寺廟的外觀是用碎
瓷片鑲嵌而成遠遠看去，像一件巨大的鏤空雕刻工藝品。 
達坦拉瀑布︰位於大叻的原始森林之中，沿著林間小路，
伴著蝴蝶和鳥雀欣賞泉林風光。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當地餐廳 

品味咖啡 L’ANG FARM (包特色咖啡一杯) 

晚餐   特色越式風味 (千里花青龍果涼拌，鹽燒排骨) 
 5 星級 Pullman / Sofitel / Intercontinental 酒店或同級 

第 4 天 胡志明市 ~ OLAM 即溶咖啡生產工場 ~         

The Workshop Coffee ~ 安排欣賞水上木偶戲                                    
Ho Chi Minh City ~ OLAM Coffee Factory ~                    
The Workshop Coffee ~ Water - Puppet Show             

早餐後，參觀 OLAM 即溶咖啡生產工場，下午於市內參觀，
並安排欣賞越南國寶級傳統技藝~水上木偶戲。 

OLAM 即溶咖啡生產工場︰由導賞員帶領參觀平常鮮有
對外開放的即溶咖啡生產基地，了解生產絕密追程。 
The Workshop Coffee︰這裡於 2019 年登上旅遊網站
《Big 7 Travel》亞洲最佳 50 大咖啡店頭 3 名，別具韻味。 
水上木偶戲︰觀賞越南傳統的文藝表演，約有一千年歷史，
表演方式是在水池上搭起舞台，由隱藏在後台的演員用長線
或竹竿操縱，讓玩偶生靈活現的演出各項傳說故事。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當地餐廳 

品味咖啡 The Workshop Coffee (包特色咖啡一杯) 

晚餐   中部料理及民族表演  

         (糯米包魚肉，涼拌牛肉乾木瓜絲，高樓麺) 
 5 星級 Pullman / Sofitel / Intercontinental 酒店或同級 

第 5天 胡志明市 ~ 濱城市場 ~ 統一宮 ~ 金融塔 ~        

咖啡公寓 香港      
Ho Chi Minh City ~ Ben Thanh Market ~                    
Independence Palace ~ Financial Tower ~                
The Café Apartment Hong Kong                                      
早餐後，續於胡志明市市內觀光，於指定時間集合前往機場，
乘坐國泰港龍航空客機直航飛返香港。航機於當天安抵香港。
旅程於此完滿結束！ 
I濱城市場:西貢時期少數保留至今的建築之一，售賣特色手
工藝品及當地美食等。 
金融塔 : 胡志明市最高的建築物，登上 49 樓觀景台欣賞全
胡志明市的俯瞰景色。(包凍雞尾酒或果汁一杯) 
統一宮︰始建於 1868 年，曾是法國駐越南總督辦公室，在
越南戰爭時期被戰火破壞。如今統一宮是召開政府會議和接
待各國元首之地，同時開放遊客參觀。。 
I咖啡公寓︰新興的文青集散地，於老舊公寓內從一樓至九
樓共有好幾十家咖啡廳，每家都具有獨特的風格。 

早餐   酒店內    

午餐   中式料理(燒乳豬全體，筍殼魚) 

晚餐   航班上 

 

OLAM 是捷榮集團的友好供應商, 亦是世界 5 大咖啡供應商

及全球領先的綠色咖啡原產國出口商之一。成立於 1989 年，

現已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透過和當地農民合作，於咖啡，

可可，棉花，食用堅果和香料等業務上皆建立了領導地位。 

註：報名前請參閱本公司網頁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內之最新版本的重要責任及細則條款。  
上述之膳食安排，如遇節日、裝修或特殊情況，將安排其他膳食替代｜行程及膳食之先後次序，會按當地實際情況而可能有所改動，如遇特殊情況下關閉或假
期或門票售罄，將會以其他節目代替｜如遇展覽會或其他特殊情況而未能提供行程表上的城市或酒店住宿，將安排鄰近或週邊城市之同級酒店住宿， 客人不
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以上圖片及地圖只供參考｜ 入內參觀   I 外觀拍照   自費節目   下榻酒店       PHL-FL-ASI19-004-1003 
 
                                                   

http://www.vietnam-guide.com/ho-chi-minh-city/notre-dame-cathedral.htm
http://www.vietnam-guide.com/ho-chi-minh-city/notre-dame-cathedral.htm
https://kknews.cc/zh-hk/travel/lk2y3zz.html
https://kknews.cc/zh-hk/travel/lk2y3zz.html
https://www.expedia.com.hk/Thang-Long-Water-Puppet-Theatre-Hanoi.d6115804.Place-To-Visit
http://www.premiumholidays.com/zh-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