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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速览 City Brief

城市印象1

# 东方小巴黎 ## 西贡记忆 ## 美食之都 #

它是杜拉斯笔下浪漫迷人的西贡，情人们在这里遇见爱情，旅行者
在这里邂逅美好。胡志明市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市内保留了许多华
丽的法式建筑。以领袖胡志明命名的背后，是人们忘却不了的西贡
记忆。走吧，去胡志明的街头咖啡馆喝一杯地道的越南咖啡，看世
界各地的背包客在范五老街谈天说地，寻觅独属于东方小巴黎的岁
月静好。

目的地情报

目的地 
胡志明市 （曾用名：西贡）

所属大洲
 亚洲 

外文名
 Ho Chi Minh City（英语）

所属国家 
越南 

官方语言 
越南语

面积 
约 2095 平方公里 

著名景点
 统一宫     西贡王公圣母教堂 

胡志明市美术博物馆     
范五老街

人口 
约 1200 万人

特色美食 
法棍三明治     越南河粉     

越南春卷     越南咖啡     
椰子糖

南航航班信息 
南航已开通深圳

广州直飞胡志明市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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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西贡河边吹风
夜凉如水，微风拂过，两岸灯光明灭，满满都是杜拉斯笔下的西贡风情。

去西贡歌剧院欣赏一场舞台剧
即使语言不同，你也可以通过舞台剧体验越南文化。

登上金融塔鸟瞰夜色中的胡志明市
登上 262 米高的金融塔，站在这座越南最现代的建筑高层，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胡志明市。

惬意地品尝一碗越南河粉
最具代表性的越南美食，即使你不去主动寻找，它的香气自会飘到你面前。

去西贡邮局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
时光晃悠悠的过去，让古老的印章为你盖上一枚西贡邮戳，这是此行的最好纪念。

喝一杯纯正的越南滴漏咖啡
越南独有的滴漏咖啡，真正的滴滴香浓，让你意犹未尽。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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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范五老街上的酒吧点杯酒
夜幕降临，走进范五老街上的酒吧，不要喝醉，微醺就好。

旅途中认识一位新朋友
在这里，你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国的背包客擦肩而过，也可以走上前去打个招呼，认识一位新朋友。

必做的事To Do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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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日历 Travel Calendar

夕-初三

越南春节 越南解放日 越南国庆日 越南妇女节

January April September October

除 30 2 20
解放日是为了纪念越共在
越南战争解放南越和西贡，
获得胜利。每年的解放日，
胡志明市内会有不同阶层
的人走上街头庆祝游行。

越南国庆日是为纪念 1945
年 9 月 2 日，越南民主共和
国（1976 年越南南北实现
统一后定国名为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成立的节日。
每年的国庆日，越南人民都
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和中国一样，越南春节也是
越南人辞旧迎新的节日。过
节时，越南人民会制作方形
的粽子和糯米饼，除夕夜有
“采绿”的习俗，将绿色树
枝折下带回家，有着“采禄”
的吉祥之意。

与三八妇女节不同，越南
妇 女 节 是 为 了 纪 念 1930
年 10 月 20 日成立的越南
妇女反帝会，越南男人们
会在这一天为自己心爱的
人送上鲜花。

穿衣指南

由于胡志明市一年四季的气候都很炎热，旅行者
前往时需做好防晒准备，除夏季衣物外，也可以
带上薄外套，预防天气变化。

最佳旅行时间

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为越南最佳旅行时间，此时
越南气温适宜，适合游玩；旅行者应避免在 5 月
至 10 月期间前往越南，此时为雨季，降水量大且
会有台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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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东方小巴黎
3 日浪漫之旅

推荐行程2

法式建筑  咖啡美食  浪漫记忆

旅游天数：3 天
行程简介：3 天小长假，穿梭在西贡和巴黎之间，
                      亲自感受东方小巴黎的美好



5 Ho Chi Minh City           胡志明市   

1
DAY

2
DAY

3
DAY

西贡邮局——红教堂——统一宫
乘坐中国南方航空航班，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抵达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

机场。旅行者可以从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范五老街，办理入住后先休息一会儿，中
午在范五老街吃过午餐后再出来游玩。

下午：乘坐 52 路公交车至 7 Phạm Ngọc Thạch 站下车，前往西贡邮局，
这座哥特式风格的邮局，内部装饰非常漂亮，华丽的大吊灯和圆形花窗，极富古
典美。这座邮局目前还在使用，除了可以尽情拍照之外，还可以给自己寄一张明
信片哦。

之后可以步行去旁边的红教堂，它是胡志明市最大的教堂。教堂有两座高
40 米的钟楼，仿照巴黎圣母院的钟楼设计，整座教堂所用红砖全都来自于马赛，
历经百年而未有丝毫褪色，此处最能体验胡志明市的法国之美。

从红教堂出来，可以前往 500 米外的统一宫，它由越南南部总督拉格兰蒂
耶于 186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兴建，是法国在整个印支地区的总督府。游完总督
府，可以在对面的 Quan An Ngon 餐厅用餐，这里云集了许多越南小吃，店内装
修漂亮，食物精致，推荐春卷、越南河粉和海鲜粥，品尝地道越南美味。

晚上，回到范五老街，可以约上好友一起去酒吧，体验胡志明市的夜生活。

胡志明市政厅——胡志明美术馆——西贡歌剧院——西贡河
早晨起来后，先去 Huỳnh Hoa 买上一份法棍三明治，这

是越南人最爱的早餐。吃饱后，即可步行前往胡志明市政厅，
欣赏这座极具观赏性的建筑。由于胡志明市政厅不对外开放，
旅行者可在外围参观拍照，去广场上晒会儿太阳，欣赏风景。

离开胡志明市政厅之后，可以去胡志明美术馆看看，这座
美术馆建于 20 世纪初法国殖民时期，属于越南一级国家博
物馆。美术馆由越南和法国的设计师共同设计完成，风格兼
具越南和法国的特点。门票为 1 万盾，如果对艺术作品不感
兴趣，就去美术馆对面那家咖啡厅喝杯越南咖啡吧。

下午，把时间交给西贡歌剧院最好不过。西贡歌剧院是
胡志明市的文化历史遗产之一，建筑带有浓重的欧洲风情，外
墙上各式各样的精美浮雕和花纹值得你细细欣赏。建议旅行
者可以提前订票，参观完之后再去歌剧院内看一场舞台剧，
票价在 200 人民币左右，可以很好的了解越南当地文化特色。

看完舞台剧，肚子也该饿了。旅行者可以从歌剧院步行去
西贡河，如果肚子太饿，可以先去西贡河岸边寻觅美食，除了
餐厅，这里也有许多贩卖各类特色越南小吃的摊贩，吃完后
可以沿着河岸散散步，欣赏西贡河夜景。

安东市场

最后一天当然要尽情买买买啦！对于要购买手信的你来
说，安东市场足以满足你。越南原产的西贡香水，送给闺蜜也
别忘了留几套给自己；老爸喜欢吃椰子糖，老妈喜欢吃腰果，
那就每样都多买点带回去；办公室的同事如果喜欢收藏各地
的明信片，那么盖上邮戳带给她正好。

下午，乘坐南方航空航班，飞回广州，回到温暖的家。可
以沿着河岸散散步，欣赏西贡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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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 Visa

签证办理

签证延期

当地护照遗失

越南旅游签证（1 月 1 次往返旅游签）
签证有效期 

30 天
入境次数

 有效期内单次
停留时间 

签证有效期内离境
申办费用  

400 元人民币

是否需要面签 
否

建议办理时间 
至少提前 3 天办理

       申请步骤：
Step 1 准备所需材料，如下：
①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白底彩照）
②有效期在 6 个月以上的护照
③身份证复印件（正反）
Step 2 到最近的领事馆交材料
Step 3 领取护照（签证）
    申请地点：越南驻中国各领事馆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光华路 32 号
电话：010-321155
越南驻上海领事馆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 900 号华辰金融大厦 304 室
电话：021-68555871
越南驻广州领事馆 
地址：广州市海珠广场华侨大酒店 B 座 2 楼北部
电话：0086-20-83305910 或者 83305911
越南驻南宁领事馆 
地址：南宁市金湖路 55 号亚航财富中心 27 楼
电话：0086-771-5510562 或者 5510563
越南驻昆明领事馆 
地址：昆明市北京路 157 号佳华广场酒店 C 座 2 楼
电话：0086-871-3522669
越南驻香港领事馆
地址：香港湾仔区湾仔路 230 号商业大厦 15 楼
电话：00852-25914510 或者 2591 4517

旅行者可前往胡志明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延签，延期三个月
的价格为 60 美元左右，可在 7 天之内办好。

如护照在越南遗失、被盗，请尽快向越南警方报警，并向中
国驻越南大使馆申请办理。
办理需时：15 个工作日（加急 7 个工作日）
       申请步骤：
Step 1
登陆领事服务网 http://ppt.mfa.gov.cn/appo/ 在线提交申
请表并预约到馆办理时间
Step 2
按预约时间，前往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递交材料。
申请地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
地址：46 Hoang Dieu, Ba Dinh, Hanoi
联系方式：0084-903441338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08:30-11:30
官网：http://vn.china-embassy.org/chn/lxwm/

Tips

• 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紧急办证，请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领馆联系，根据使
领馆关于开设“绿色通道”的材料和条件要求，直接前往使领馆免预约
直接办证。

• 为应对护照丢失的情况，建议在出行前准备好证件照、护照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并与护照分开存放在行李以及随身包不同的地方。

1

2

3

出行须知3

时差 Time Difference

越南所处时区为东七区，比中国慢一个小时。如：北京时间
上午 7 点时，越南是上午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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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Communication

国家区号与城市区号 WiFi 网络

电话卡

越南国家区号 0084
胡志明市区号 28

WiFi 覆盖程度：
胡志明市内的酒店基本都会提供免费上网服务，旅行者在外
游玩时，可选择连接附近商店的 WiFi 或是使用手机流量。
随身 WiFi 租赁：
租赁地点：国内机场、越南机场
价格：约 45 元人民币 / 天

1 3

2
购买当地电话卡 国内电话卡国际漫游

适用人群 自助游旅行者、拨打电话较频繁的旅行者 不愿换电话号码的旅行者

优势 接听免费，拨打费用便宜便利店充值方便
无需换号码

联系方便

劣势 流量较贵，需订流量包 漫游收费较贵

资费 推荐 VINA PHONE 电话卡，拨打费用为 1 元 / 分钟 2.99 元 / 分钟

 购买途径 机场、商店、小卖部 /

注意事项
INA PHONE 卡内的国际通话余额和越南国内通话余额
不多，国际通话约 10 分钟，越南国内通话约 50 分钟，

如话费用完，可以购买充值卡，自己充话费。

如想减少漫游费用，可携带两部手机，一部手机接收国
内短信及电话，另一部手机装上当地电话卡，再拨打回

去。

货币与消费 Currency 
and Cost

货币：越南盾，简写 VND 货币兑换

参考汇率：（2018 年 3 月 14 日）
1 越南盾 =0.0002774 人民币
1 人民币 =3,604.4523 越南盾

越南盾纸币面值最小为 100 越南盾，最大为 50 万越南盾（约
合 150 元人民币）；硬币则有 200、500、1,000、2,000、5,000
越南盾等五种面值。

1 2

Tips：

由于越南盾面值较大，旅行者购物时容易混乱，如果想要快速换算成
人民币价值的话，可以去掉 4 个 0 之后再乘以 3，例如吃饭时如果消
费金额为 100000 越南盾，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来算，就是 30 元人民币
左右。

在国内：
由于越南盾属于小众币种，中国银行不能兑换越南盾。首都
机场有越南盾兑换窗口，不过需要收取手续费。因此建议旅
行者先在国内换好美元之后，再去越南兑换越南盾。
在越南：
越南各银行及兑换点都提供越南盾兑换服务，如找不到兑换
点，可以在当地首饰金店类的地方，以人民币或者美元兑换
越南盾，也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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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的使用3
旅客可以在贴有“银联”标识的 ATM 上提取越南盾现金。
越南的银联特约商户主要为当地知名酒店和纪念品商店，在
越南刷卡不需要支付手续费。选择银联网络消费，和其他国
际信用卡网络相比，免收 1%-2% 不等的货币转换费。目前
越南主要是 VIETCOMBANK、UOB 和 SACOMBANK 三家银
行商户受理银联卡。

消费水平4
越南消费水平相比国内较低。餐饮方面，在胡志明市吃一
顿饭的价格在 3 万越南盾至 10 万越南盾之间；住宿方面，
根据住宿条件不同，旅行者可以选择价位从 10 万越南盾至
100 万越南盾的酒店；交通方面，胡志明市内公交车票价为
5000 越南盾。

德式两孔插座     
电压 :   220V     频率 :   50Hz

·注意当地风俗习惯，进入当地人家里时问清楚是否需要脱   
   鞋进屋；
·越南边境毒品走私较严重，旅行时不要随意帮助陌生人，
   多注意安全；
·吃完海鲜大餐后，请不要马上食用芒果、榴莲等热性水果，
  以免拉肚子。
·越南 5 月至 10 月雨水较多，此时出行应带上外套以免着凉。

当地报警：0084-113
医疗救护：0084-115
领事保护：0084-903474865（河内）
                     0084-908002226（胡志明）

电源插座 注意事项

紧急求助

 Outlet
Matters 
Need Attention

Emergenc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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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点4

最热榜单

必去景点

1

2

TOP 1 
红教堂

TOP 2 
西贡邮局

TOP 4 
统一宫

TOP 5 
西贡歌剧院

TOP 3 
范五老街

红教堂 （Notre Dame Cathedral）

红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地处市中心，也是胡志明
市的地标建筑。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设计，教堂前那座高大
庄严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宁静慈爱地注视着每位前来的旅行
者；教堂外观以法国红砖建造，亮丽的红至今仍未褪色；教
堂内饰精美华丽，当阳光从彩色玻璃窗中照进来，让人心情
平静，顿生虔诚之感。
开放时间：每天 8:00-11:00,15:00-16: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Duong Nguyen Du,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如何前往：乘坐 36 路公交车至 1 C00ng x00 Paris 站下车
怎么玩：建议旅行者尽早前往，可以避开人群，绕教堂一周，

尽情欣赏蓝天白云下的教堂。
拍照指南：不可错过与圣母玛利亚雕像和教堂外观的合影，

教堂内部彩色玻璃窗拍出来也很美。
注意事项：中午时分，教堂会关门休息，旅行者应避免此时

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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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邮局 （Central Post Office）

建于 19 世纪末期，至今仍在使用的西贡邮局，就在红教堂
旁边，也是旅行者不可错过的胡志明市代表景点。西贡邮局
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建筑风格融合欧亚两洲的特点，内部装
饰极富华丽古典气息，无论是独具美感的邮局穹顶，还是墙
壁上的花型壁灯，走进西贡邮局，你终会领略到那份法式浪
漫。除了明信片和邮票，西贡邮局内也有不少纪念品售卖，
例如广受欢迎的西贡香水。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7:30-19:00，周六、周日 8:00-18:00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2 C00ng x00 Paris, B65n Nghé, Qu67n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如何前往：乘坐 36 路公交车至 1 Công xã Paris 站下车；乘

坐 26 路公交车至 39 Lê Duẩn 站下车；乘坐 52
路公交车至 7 Phạm Ngọc Thạch 站下车。

怎么玩：在邮局里坐会儿，然后挑一张自己最喜欢的明信片，
贴上邮票寄给远方的朋友吧！

范五老街 （Pham Ngu Lao Street）

范五老街是胡志明市内最繁华热闹的商区，因越南英雄范五
老而得名，也是外国背包客的聚集地。除了交通便利之外，
这里云集了众多餐厅、咖啡厅、酒吧、商店，也有许多性价
比较高的旅馆，喜欢热闹的旅行者不妨住在这里，可以享受
胡志明最热闹的夜生活。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Phạm Ngũ Lão, Quận 1, Hồ Chí Minh, 越南
如何前往：乘坐 03 、03B 、11 、26 、34 、36 、39 、

45 、69 、72 、72B 、93 、96 、102 、102HP
路公交车至 Công viên 23/9 站下车。

怎么玩：品尝地道越南美食后，和好友一起找个酒吧喝到微
醺，再睡个美美的觉。

拍照指南：夜色中的街景、餐桌上的美食、欢笑狂欢的人群，
都是很棒的拍摄对象。

注意事项：范五老街上的餐厅和酒吧通常会加收 15% 的服
务费。

拍照指南：穿着各种颜色奥黛的越南姑娘，一定能成为你镜          
                      头中最靓丽的颜色。

注意事项：寄出去的明信片有可能会收不到，旅行者可多买
些带回国后送亲友。



11 Ho Chi Minh City           胡志明市   

统一宫于 1869 年 2 月 23 日开始兴建，
是当时法国殖民者为加强对越南的统治
而建立的总督府。统一宫占地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外观为白色四层建筑，内有
100 个大小厅堂满足种种需求。售票大
厅里有售卖纪念品的商店，可以挑选自
己喜欢的小物件。有趣的是，如果从空
中往下看统一宫，你会发现它的建筑布
局为中国汉字的“吉”。
开放时间：7:30-11:00，13:00-16:00
门票价格：成人 40000 越南盾
                      儿童 15000 越南盾
景点位置：106 Nguyen Du St,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景点位置：从范五老街往北步行约 1 
                      公里，大概 15 分钟到。
拍照指南：统一宫的建筑外观和内部
                      装饰设计都值得一拍。
注意事项：  统一宫在下午 4 点关闭，
                       想去的旅行者要注意时间。

西贡歌剧院是胡志明市的市立歌剧院，也是胡志明市的文化遗产之一。即使只是
路过，你也会因为这华丽的欧洲风情而停留，剧院门口立柱上的两位女神身姿优
雅，引人驻足，抬头还能看到拱门顶端扶着风琴的天使，给人十分圣洁的感觉。
如果你是细节控，那一定会注意到剧院外观那些精美细致的浮雕。当然，进入西
贡歌剧院看一场舞台剧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舞台剧演出票价 200 元 -300 元人民币
景点位置：7 Lam Son Square, Ben Nghe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Vietnam
如何前往：可从西贡邮局步行前往。
怎么玩：欣赏歌剧院外观建筑，进去看舞台剧演出。
拍照指南：如此漂亮的欧式建筑，除了拍摄建筑整体之外，细节之处也很惊艳。
注意事项：统一宫内儿童娱乐室门口有西贡歌剧院的售票点，旅行者可以在这里
                      购买舞台剧票，根据节目时间前往歌剧院欣赏演出。

统一宫 （Reunification Palace）

西贡歌剧院 （Saigon Opera House/Municipal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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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景点3

西贡河 （Saigon River）

西贡河由东至西贯穿胡志明市，与湄公河三角洲相连。每当
夜幕降临，西贡河两岸亮起点点灯光，倒影在水中，也为胡
志明市增添了几分妩媚。岸边会有一些恋人们在河岸边你侬
我侬，此时看着西贡河水静静流淌的你，心似乎也变得更柔
软了。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Saigon River
如何前往：从西贡歌剧院步行 15 分钟即可到达。

胡志明市政厅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广
场上的胡志明雕像无疑也是最能代表越南的元素之一。尽管
人民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并不对外开放，但这座由法国设
计师设计建造的两层建筑，以其精致华丽的建筑外观也能吸
引无数旅行者的钟爱。
开放时间：不对外开放，只能参观市政厅外观。
门票价格：免费
景点位置：86 Le Thanh Ton, Ben Nghe, District 1, 
                      Ho Chi Minh, Vietnam
如何前往：胡志明市政厅位于市中心，从范五老街步行 15
                      分钟即可到达。
怎么玩：参观市政厅建筑外观。
拍照指南：与市政厅和胡志明雕像合影，或是拍摄晚上的夜景。
注意事项：附近停车的地方较少，自驾游的旅行者需注意。

怎么玩：旅行者可以乘船夜游西贡河，或是傍晚时分来这里 
                  散步，欣赏夜景。

拍照指南：西贡河中倒映着两岸明亮灯火的画面，自然值得
                      你用镜头留住。
注意事项：西贡河两岸餐厅很多，可以在这里享用一顿晚餐。

胡志明市政厅
 （Ho Chi Minh City Hall/Ho Chi Minh City People's Committee Head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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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博物馆 （HCMC Museum）

想要了解越南历史文化的旅行者可以来胡志明市博物馆看看，胡志明市博物馆曾经是越南政权的重要政治中心，现在主要
陈列展示越南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历史资料，旅行者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较为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资料文件，还能一睹
战争时期的坦克、飞机等武器真容。
开放时间：8:00-11:30, 14:00-16:00
门票价格：15000 越南盾
景点位置：65 Ly Tu Trong St.,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如何前往：从红教堂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
怎么玩：参观博物馆，了解越南历史。
拍照指南：可以和馆内的战斗机或古董车合影。
注意事项：与博物馆内展品相比，博物馆建筑本身更有历史

韵味。

胡志明美术馆 
（Ho Chi Minh Fine Arts Museum）

在胡志明市众多建筑之中，胡志明市美术馆是难得的由越南
和法国设计师共同设计完成的建筑，建筑风格也兼具法国和
越南的特点。艳丽的明黄色外观令人赏心悦目。馆内展览收
藏的多是关于战争、人民、历史的画作，如果不感兴趣，旅
行者可以仅在外面参观建筑，然后去美术馆对面的街头咖啡
馆喝一杯越南咖啡。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17:00
门票价格：10000 越南盾
景点位置：97A D Pho Duc Chinh, Ho Chi Minh, Vietnam
如何前往：从范五老街步行约 5 分钟到达
怎么玩：欣赏馆内收藏的美术作品，或是坐在美术馆外，喝

咖啡看风景。
拍照指南：用镜头留住你最喜欢的美术作品。
注意事项：不要随意评论越南战争，谨慎与越南人讨论战争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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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塔 （The Financial Tower）

人们印象中的胡志明市，似乎离不开法国殖民地西贡的印象，但 2010 年底开放的金融塔却让这固有的印象被打破了，塔
内聚集餐厅、电影院、商场和会议室，它展示了越南经济的发展，也为胡志明市添加了几分现代城市的气息。金融塔共 68 层，
塔高 262 米，金融塔的 49 层有可以 360 度鸟瞰胡志明市风景的观景平台，塔内一层可以购买观景台票。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20 万越南盾
景点位置：Hồ Chí Minh, 越南 
如何前往：距离西贡歌剧院仅 600 米，步行即可前往。
怎么玩：旅行者可以去 51 层的餐厅或 52 层的酒吧消费，同样可以俯瞰胡志明市，性价比更高。
拍照指南：晚餐后，拍摄夜色中的胡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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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5

最热榜单

当地特色美食

1

2

TOP 1 
越南河粉

TOP 2 
法棍三明治

TOP 4 
滴漏咖啡

TOP 5 
炸象鱼

TOP 3 
越南春卷

越南河粉

越南河粉作为越南最具知名度的美食，
不仅是越南当地人每日必不可少的食
物，也是旅行者来到越南少不了要品
尝的美食。越南河粉配料多样，其中
胡志明市的牛肉河粉最值得一试，除
了可以选择熟牛肉作为配料，还可以
选择绞好的生牛肉，放进滚烫的河粉
汤内，搅拌之后便可以食用了，味道
十分鲜美。
推荐餐厅：Pho 2000
推荐理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越

南时曾经到访过的河粉店，
河 粉 劲 道， 汤 汁 鲜 美， 让
人回味无穷。

价格水平：60000 越南盾左右
开放时间：07:30-21:00
餐厅地址：1-3, Phan Chu Trinh, 
Phường Bến Thành, Quận 1，Hồ C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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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棍三明治

除了华丽的法式建筑，法国给越南人留下的还有法棍。也许
你会想：“法棍太硬了，我才不喜欢吃呢！”但是被越南人
改良过的法棍，其中加入了辣椒、黄瓜、鸡肉、火腿、煎蛋、
奶酪、生菜等食材，成为了越南人早餐桌上最常见的法棍三
明治，相信一定能刷新你对法棍的印象。 
推荐餐厅：My Banh Mi
推荐理由：性价比高，且食材配料选择超多。
价格水平：约 30,000 越南盾 / 个
开放时间：09:00-21:00
地址：57 Nguyen Du Street | Ben Nghe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70000, Vietnam

滴漏咖啡

越南人对咖啡的喜爱，完全不输于法
国人甚至是意大利人。甚至还有人说，
因为越南滴漏咖啡而爱上喝咖啡，这
种使用特殊的滴漏咖啡杯制成的咖啡，
值得你花点时间细细品味。
推荐餐厅：The Note Coffee
推荐理由：在浪漫优雅的环境里，咖
啡香浓，心情也会变得更好。
价格水平：80000 越南盾左右
开放时间： 7:30-22:00
餐厅地址：183 Bui Vien Street,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越南春卷

春卷同样是越南极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与中国春卷不同的
是，越南春卷采用的米浆制成的米皮，里面卷的食材是当地
蔬菜、猪肉或者虾肉，形状小巧可爱，入口鲜香。
推荐餐厅：Quan An Ngon
推荐理由：拥有众多越南特色美食的一家店，生意火爆，无
数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价格水平：人均 40000 越南盾
开放家的时间：7:30-22:00
餐 厅 地 址：138 Nam Ky Khoi Nghia Street |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70000, Vietnam

炸象鱼

炸象鱼是越南名菜之一，油炸让鱼
肉变得麻香酥脆，鱼刺也因为油炸
过而变得焦脆，可以和鱼肉一起吞
下肚子，也不用担心会被刺卡到，
爱吃鱼却又怕刺的你千万别错过。
推 荐 餐 厅：The Hue House 
Restaurant
推荐理由：传统的越南菜餐厅，拥
有许多地道的越南特色美食。
价格水平：人均 15 万越南盾
开放时间：10:00-22:00
餐 厅 地 址：41 - 43 Tran Cao Van 
street, Ward 6, District 3 | Rooftop 
of Master Building,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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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食地图3

范五老街

无论你是想要在越南街头醉饮狂欢，还是品尝世界各地的饕
餮美食，胡志明市的范五老街都能满足你。背包客在这里停
留后离开，留下一段又一段行走的故事，永远有人在这里吃
饭、唱歌、饮酒至天亮。

价格水平：5 万越南盾至 10 万越南盾不等

餐厅地址：Phạm Ngũ Lão, Quận 1, Hồ Chí Minh, 越南

滨城市场烧烤夜市

每天下午，滨城市场关闭后，市场周边便成了烧烤夜市，旅
行者可以在这里吃到地道的越南风味烧烤，由越南独有香料
烤制，配上西贡啤酒，也许食材种类没有国内烧烤摊的多，
但味道也很不错哟！如果你看见菜单上有 Gtilled beef on 
the roof，是把牛肉放在瓦片上烤的，烤法特别，不妨一试。

价格水平：人均 8 万越南盾左右

餐厅地址：Hàm Nghi, Ngô Mây, tp. Quy Nhơn,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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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物6

最热榜单1

TOP 1  奥黛

如果你喜欢越南文化，那么买上一件越
南传统的民族服饰奥黛，穿上它在越南
街头拍照，相信能成为你此次越南之旅
最难忘的回忆。丝绸类布料制作的奥黛，
样式以长衫和长裤为主，穿上舒适凉爽，
越南特色十足。 

售价：人民币 150 元左右，在市场内 

             购买可砍价

推荐购买地点：滨城市场

TOP 2  越南咖啡豆

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仅次于
巴西。越南咖啡豆以特殊奶油烘焙，散
发出浓郁的奶油香味，主要以中部盛产
的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咖啡豆为主，旅
行者购买咖啡豆时不妨也买把越南滴
漏式咖啡壶，回家就可以自己亲手制作
纯正的越南咖啡啦。如果你对咖啡的要
求不太高，也可购买越南 G7 速溶咖啡。

售价：１公斤咖啡豆价格由 4 万越南
盾到 10 万越南盾不等，越南滴
漏式咖啡壶的的价格约为 1.5 万
越南盾。

推荐购买地点：安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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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3   椰子糖

不少人喜欢吃椰子糖，但好吃的椰子糖却不多。来到越南，怎
么能不带些备受欢迎的槟知椰子糖回去呢？这里的椰子糖口
味纯正，口感也很棒。在买椰子糖的地方，还可以买些越南腰
果，性价比很高，味道也不错，适合回去分享给大家食用。

售价：20000 越南盾 /kg

推荐购买地点：安东市场

TOP 4   西贡香水

如果你想要为国内的女性
朋友带手信，那么 越南原
产的西贡香水是不错的选
择。西贡香水瓶的造型别
致，形似一 位 穿着奥黛的
少女，经 过法国香水的演
变之后，香水味道清香鲜甜，
完全不输于那些大牌香水。
旅行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颜
色 和规格，多买几瓶 送 给
亲友。

售价：30000 越南盾左右

推荐购买地点：自由路

TOP 5   木雕手工艺品

胡志明市的木雕工艺品久负盛名，木材选自越南中部地区或
是柬埔寨原始森林中的优质树木，木雕形象栩栩如生，造型
多变。对于喜欢工艺品的旅行者来说，不妨挑选几件自己喜
欢且寓意吉祥的木雕带回家，作为摆件放在家中也很不错。

售价：根据所用木材名贵程度定价，价格不等。

推荐购买地点：安东市场

最佳购物时间

扫货地点

2

3

越南本身物价较低，而且旅行者一般多在市场购物，可以砍价。春节前可以去越南购买腰果、糖果、咖啡豆等物品，性价比更高。

滨城市场
购买手信   物廉价美   可以砍价

滨城市场是越南最大的室内市场，也是
胡志明市市民们经常购买食品、工艺品、
日用品的贸易市场，十分繁华热闹。市
场从早上 7 点开放到晚上 7 点，旅行者
可在回程之前来此购物。
必败好物：木雕工艺品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车至 Ho Chi Minh 

City Bus Center 下车，也可
以从范五老街沿东北方向步
行即可到达。

地址：Le Loi Boulevard, Bến Thành, 1 
             Hồ Chí Minh,  Việt Nam

安东市场
中文沟通   物美价廉   特色手信

与滨城市场相比，位于唐人区的安东市
场更适合于国内旅行者来此购物。商品
价格低廉，可选择的种类丰富，包括越
南特色手信奥黛、咖啡豆等都可以在这
里买到，另外市场内的许多商家还可以
用中文沟通，无需担心交流问题。
必败好物：奥黛、咖啡豆、椰子糖、

腰果
如何前往：乘坐 45 路、96 路公交车至

Đối diện 9 (An Đông plaza)
站下车

地址：ph0665ng 9, Qu67n 5 H65 Chí 
Minh, Vi63t Nam

自由路
法式风情   繁华商圈   越南特产

自由路是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商业街，繁
华热闹的自由路汇聚了诸多法式建筑，
如果不是商店招牌上的越南语，旅行者
简直可以假装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上买
买买了。当然，这里也有许多售卖越南
特产的商店，任君选择。
必败好物：西贡香水、奥黛
如何前往：乘坐公交 01 路、02 路、

02B 路至 70 C Nguyễn Huệ
站下车。

地址： Đồng Khởi, Bến Nghé,
Distri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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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7
最热榜单1

范五老街
40% 旅客的选择

滨城市场附近
35% 旅客的选择

西贡火车站附近
20% 旅客的选择

周边玩乐 范五老街、统一宫、红教堂、西贡邮局 滨城市场、范五老街 西贡火车站

交通 街上有巴士公司
前往其他城市方便

位于市中心
交通便利

步行半小时可到市中心

均价 200-1000 元人民币 300-800 元人民币 100-300 元人民币

优点 欧美游客多 
酒吧、餐厅、酒店选择多 夜生活丰富

距离景点近
购物、餐饮十分便利

游客少 酒店价格低
乘坐火车方便

缺点 住宿水平相差较大 较吵闹 距离景点相对较远

适合谁 背包客、喜欢热闹的旅行者 自助游、情侣游 喜欢安静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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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8
外部交通1

飞机

胡志明市新山一国际机场由法国人设计建造，是越南最大的机场。
从机场到市区：
乘坐出租车前往，价格约为 6-10 美元，时间在 20 分钟左右。
目前南航已开通国内深圳、广州直飞胡志明市的航班，具体航班信息如下：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广州 - 胡志明 CZ367 20:00 21:5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广州 - 胡志明 CZ367
  

20:15 21:5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广州 - 胡志明 CZ367
   

19:55 21:5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广州 - 胡志明 CZ373
    

12:30 14:30 3 小时 每天

广州 - 胡志明 CZ3069
  

09:05 11:00 2 小时 55 分 每天

广州 - 胡志明 CZ6089
    

23:30 1:25（+1（天） 2 小时 55 分 每天

胡志明 - 广州 CZ368
     

08:00 11:5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胡志明 - 广州 CZ374
     

15:40  19:3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胡志明 - 广州 CZ6090 
    

02:25 6:20 2 小时 50 分 每天

胡志明 - 广州 CZ3070
    

11:55 15:45 2 小时 50 分 周一、二、四、六、
日

胡志明 - 广州 CZ3070
    

  11:55 16:00 3 小时 5 分 周三、五

广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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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

越南只有一条从南到北的铁路路线，铁路路线长 1726 公里，从胡志明市出发，途径顺化、会安、芽庄等城市，最后抵达河内市。

胡志明市 - 河内市火车时刻 / 价格表

河内市 - 胡志明市火车时刻 / 价格表

订票电话：0084-904619926
订票官网：https://vietnam-railway.com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时长 硬座价格 软座价格 硬卧价格 软卧 价格
19:00 04:02 9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3 美元

23:00 05:00 6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3 美元

09:00 19:26 10 小时 3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88 美元

06:30 15:28 9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时长 硬座价格 软座价格 硬卧价格 软卧价格
19:00 04:10 9 小时 1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5 美元

23:00 05:00 6 小时 61 美元 63 美元 93 美元 95 美元

09:00 18:37 9 小时 37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06:15 15:05 9 小时 10 分 61 美元 63 美元 86 美元 92 美元

* 以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 以上航班信息仅供参考，实际请以南航官网和南航 APP 查询结果为准

深圳出发

北京出发

上海浦东出发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深圳 - 胡志明 CZ8465 11:50 13:30 2 小时 40 分 周一、三、五、
日

深圳 - 胡志明 CZ8465 11:50 13:30 2 小时 40 分 周二、四、六

胡志明 - 深圳 CZ8466 14:30 18:15 2 小时 45 分 周一、四、六、
日

胡志明 - 深圳 CZ8466 14:30 17:55 2 小时 25 分 周二、三、五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北京 - 胡志明 CZ6041 01:50 13:30 5 小时 20 分 每天

胡志明 - 北京 CZ6042 23:55 5:45（+1 天）               4 小时 50 分 每天

航线 航班号 起飞 到达 飞行时长 班期
上海浦东 - 胡志明 CZ6077 08:45 12:00 4 小时 15 分 每天

胡志明 - 上海浦东 CZ6078 12:55 18:00 4 小时 05 分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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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

新咖啡开放式联运大巴是越南最有名的旅游自助交通方式，
和铁路路线一样，大巴的起止点为胡志明市和河内市，中途
会经过顺化、会安、舰港、芽庄等越南其他城市，旅行者也
可以提前购买前往这些城市的车票，十分方便。

Tips：

旅行者可以提前 3 天网上订票，大巴不限制出发时间，但需在出发前
一天与当地办公室确认座位。

市内交通2

摩托车

越南人最常用的交通工具非摩托车莫属，街头也可以随处可见揽客的摩托车司机，大多英语不错，乘坐摩托车时可以天南
海北的聊聊天，也是不错的体验。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摩托车司机会要价，旅行者可以砍价，正常价格在 10 分钟路程 /3000 越南盾左右。
注意事项：越南街头的摩托车超级多，乘坐时一定要戴好安全帽。

订票网址：https://www.thesinhtourist.vn/
买票地址：246 - 248 De Tham St，District 1，Hồ Chí Minh
订票电话：0084-8-3838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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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如果同行旅伴较多，可以乘坐有三排座位的越南出租车，最
多可以坐下 7 人，但价格比双排出租车稍贵。上车前最好备
好零钱，最受欢迎的出租车公司有 Mai Linh 和 Vina 两家，
旅行者可以提前记好预约电话，出行时先拨打电话预约好出
租车再出发。
以下是越南各地值得信赖的出租车公司以及预约电话：
Mai Linh：0084-8-38222666
Vina：0084-8-38111111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前 0.7 公里：11,500 越南盾 (Mai Linh) / 12,000

越南盾 (Vina Sun)。0.7-30 公里之内，每公里：
16,300 越南盾 (Mai Linh) / 18,000 越南盾 (Vina 
Sun)。31 公里之后，每公里：13,000 越南盾 (Mai 
Linh) / Vina Sun15,000 越南盾 (Vina Sun)。

注意事项：不要随意在街上拦车，上车前需跟司机说清楚要
打表。

公交

越南公交车大多没有英文标识，乘坐时的沟通十分不便。而
且胡志明市内的景点大多集中在市中心，景点之间距离较近，
旅行者可以住在市中心后，步行前往各个景点也十分方便，
因此不建议旅行者乘坐越南公交。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单程 3000 越南盾
注意事项：乘坐公交之前，请跟司机确认好是否抵达要去的

目的地再上车。

人力三轮车

极具越南特色的人力三轮车，和国内三轮车最大的区别在于，越南的人力三轮车是乘客在前，司机在后踩车驱动，好处在
于乘客可以毫无障碍地观看风景，深入体验越南风情。
运营时间：全天
收费标准：5000 越南盾 / 公里左右
注意事项：为避免纠纷，最好在上车之前先跟车夫谈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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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程9

它是浪漫优雅的东方小巴黎，也是火热多情的西贡。
从过去到现在，当地人如此热爱它，

无数的旅行者来到这里，
见证它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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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 - 河内 - 下龙湾 - 芽庄
从你的越南路过 8 日深度游
越南城市   东南亚风情   海岛芽庄

旅游天数：8 天
行程简介：东方小巴黎、海上桂林、度假海岛……寻找属于越南的美好。

主题旅游行程推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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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AY

4
DAY

5
DAY

36 行街区——河内大教堂——还剑湖
抵达河内这座千年文物之地，你会见到属于越南的另一

面。在探索之前，别忘了先吃顿早餐，找到酒店办理入住。建
议在河内住在 36 行街区，除了住宿方便，这里集中了很多越
南手工艺品店，价格便宜，购物觅食和游玩景点都十分方便。

在 36 行街区享用午餐之后，步行前往附近的河内大教堂。
具有中世纪古风的河内大教堂，经过岁月的洗礼，外观略有沧
桑，但内部装饰依然华丽精美，如果恰巧教堂内有牧师布道，
可以静静聆听。教堂旁的柠檬红茶很好喝，走累了可以买上
一杯，沁人心脾。

游览完河内大教堂，就去河内地标还剑湖走走吧。相传
越南黎太祖于此湖中获得了顺天宝剑，以此打下江山，后来
故地重游时，忽有风雷大动，湖中出现一只神龟索要宝剑，还
剑湖的名称也因此传说而来。还剑湖四周建有许多亭台水榭，
当地人喜欢来这里休闲散步，旅行者可以在这里欣赏黄昏时
的湖光山色。

晚上，回到 36 行街区，吃完晚饭后逛逛夜市，再回去睡
个美美的觉。

巴亭广场——胡志明故居——独柱寺
吃过早餐后，就可以出发前往河内市的巴亭广场了。巴

亭广场类似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是胡志明主席陵，
东靠近巴亭会堂，也是越南重大节日时集会的地方，重大庆
典和阅兵也会在这里举办。如果愿意早起，可以来这里看升
旗仪式。

在巴亭广场边上的主席府里，胡志明故居在这里静静地
迎接着旅行者。这座两层全木制高脚屋的下层是会客室，上
层有两个房间，分为卧室和办公室，十分简朴雅致。在这里
还可以欣赏花园内罕见的菩萨树，树根往上长，形成一尊尊
天然雕像。

游览完巴亭广场之后，可以步行前往河内最具特色的独
柱寺看看。并非建于陆地上，而是在湖中先建了一根巨大的
柱子，再用高级木料在柱上建造了寺庙，以石桥与陆地相接。
庙内供奉的是送子观音菩萨，据说相当灵验哦！

下午，从河内嘉林汽车站 (Gia Lam) 乘坐长途汽车前往
下龙湾，路途时长 3 小时，费用为 4 万越南盾。

建议今晚旅行者住在下龙湾，方便明日游玩。

参考上文 p4 页推荐行程《寻觅东方小巴黎 3 日浪漫之
旅》即可；

DAY3 下午 19:00，乘坐火车前往越南河内市，抵达河
内时间为次日凌晨 4 点，建议旅行者购买卧铺车票，好好休
息，保证有充足的体力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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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AY

7
DAY

8
DAY

下龙湾
有人曾说过，不到下龙湾，不算到越南。与胡志明市和河

内不同，秀丽的山水，神奇的喀斯特地貌和种种奇诡的石窟，
共同构筑了这座“海上桂林”。旅行者来到这里，只需要尽情
欣赏下龙湾的海美、山幽、洞奇就够了，而且这里有许多人都
会说普通话，无需太担心交流问题。

中午可以在景区内的餐厅享受越南美食，河粉或者海鲜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下午，乘船游览下龙湾。下龙湾有许多小岛，景色各有特
点，可以尽情欣赏。去天宫洞看看光怪陆离的钟乳石，去天堂
岛看纯净翠绿如翡翠般的大海，再去吉婆岛欣赏美丽的落日。

下午或晚上，旅行者可以选择乘坐飞机从下龙湾飞往芽
庄。

芽庄海滩——婆那加占婆塔
抵达芽庄，开始享受这座海岛之城吧！建议旅行者预定

芽庄海滩区的酒店。住在这里，不仅可以一推开窗就能看见
大海，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也比国内便宜不少，距离芽庄市
区也很方便。

办好入住，放好行李就可以去海滩撒欢儿玩耍啦！成排
的椰树在风里微微摇晃着叶子，阳光热烈却又不伤人，清澈
的海水冲刷着细腻的沙子，总是让人忍不住想留下几串脚印，
再去沙滩椅上躺着享受日光的沐浴。除了酒店，芽庄海滩附近
也有许多咖啡厅，如果你玩儿累了，去咖啡厅里坐会儿，听听
音乐，也很惬意。

下午，可以租借自行车，骑车前往婆那加占婆塔。婆那加
占婆塔又称为天依女神庙，供奉着保护渔民出海的天依女神，
如进入景点，需注意不要穿短裤短袖。天依女神庙建于公元
7-12 世纪，建筑风格类似吴哥窟，但规模相对较小。这里有
时会有越南传统音乐舞蹈表演，而从塔上往下看，可以看到芽
庄碧蓝的海港。

晚上，回到芽庄海滩，还有神秘人物在等你，那就是海滩
上的婆婆龙虾，芽庄的龙虾价格十分便宜，味道鲜美，旅行者
可以尽情吃到爽啦！

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珍珠岛游乐园

最后一天可以根据自己喜好选择是去芽庄国家海洋博物
馆还是去珍珠岛游乐园。

1923 年成立的芽庄国家海洋博物馆里保留了 6 万多种
海洋生物标本，对于喜欢海洋的小孩子来说，也是寓教于乐
的好机会。博物馆里还有一间水族馆，各类珍奇海洋动植物
被养在玻璃缸里，为你重现了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

珍珠岛游乐园位于竹岛的度假村里，也是越南非常著名
的娱乐场所。游乐园里不仅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游泳池、 700
米长的海滩，还有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更别提旋转木马
和过山车这些游乐项目了，相信能带给你一段欢乐刺激的回
忆。

下午乘坐中国南方航空航班，从芽庄飞回广州，回到温
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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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光掠影 1 日西贡观光游
西贡特色   咖啡美食   购买手信

旅游天数：1 天
行程简介：一天时间，饱览东方小巴黎的精华美景。

行程：红教堂——西贡邮局——范五老街——安东市场
即使只有一天时间，你依然可以饱览胡志明市的美景。先去红教堂欣赏具有浓郁法式风情的建筑，看看教堂里的彩色

玻璃窗；之后去西贡邮局里，为自己和好友寄上几张明信片，出来去街头的咖啡厅喝杯地道的滴漏咖啡；午餐当然在最繁
华热闹的范五老街享用，吃完在周边逛逛，再去安东市场挑选要带回国的手信礼物，越南咖啡豆、椰子糖、西贡香水……
眼花缭乱之余，可别忘记了买东西时还可以砍价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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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郑重声明：
       本攻略部分内容来自于第三方或用户提供，且任何信息都存在滞后或会被更新的可能，因此南航不能保证在任何时
候任何信息都准确无误。您应谨慎判断确定相关服务及 / 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责
任与损失。

最后修订日期为：2018 年 12 月 18 日


